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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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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第一夫人梅蘭妮亞接收佈置在白宮內的耶誕樹，迎接即
將到來的耶誕假期；當天國家海軍陸戰隊的樂隊表演耶誕經典歌曲 「喔！
耶誕樹」 (O Christmas Tree)，伴隨承載耶誕樹的馬車來到白宮。

這棵耶誕樹來自賓州皮特曼(Pitman)的Mahantongo Valley Farms農場
，全長18.5呎(約5.49米)，將會被放置在白宮藍廳(Blue Room)，梅蘭妮亞
在軍方的護送下收下耶誕樹，向耶誕樹的捐贈者致意並祝福大家耶誕快樂
，隨後回到白宮。

農場主人史奈德(Larry Snyde)的耶誕樹，為今年的年度國家耶誕樹協會
(NCTA)的耶誕樹徵選比賽冠軍，白宮官員於10月前往史奈德的農場親自挑
選耶誕樹；但原本樹高23呎被迫修剪掉一部分，而為了能容納這棵樹，白
宮藍廳天花板上的美術燈也被迫取下。

耶誕樹剛好在感恩節前三天送達白宮，而川普原定在26日參加完白宮
的感恩節活動後，將前往佛羅里達州棕櫚灘(Palm Beach)的私人住所與家人
共度感恩節。

另外在川普離開華府的期間，將會有一些志願陸軍士兵先行到白宮製
作耶誕裝飾，在感恩節假期後陸續會有更多士兵前來，完成白宮內共132
個房間的耶誕佈置；預計12月裝飾工做完成後，將會有數以千計的遊客前
往白宮參訪。

現在已經可以看到，白宮的南門廊窗外已掛滿耶誕花圈，耶誕佈置計
劃早在幾個月前就悄悄提前進行，今年7月底前梅蘭妮亞就在推特上傳一張
白宮地圖室的照片，桌上擺滿各種花圈設計的樣本和耶誕節佈置的照片。

白宮耶誕樹到達 第一夫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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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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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近來南韓總統文在寅可謂對
外不斷碰壁，眼看美陸貿易戰遲遲未落幕，日
韓貿易戰又來湊熱鬧，韓朝關係亦陷入低潮，
都讓他擘畫的經濟宏圖難以施展開來。但是跳
開了周邊地區後，文在寅的 「新南方政策」 卻
在東南亞愈走愈順，他推動自貿協定（FTA）
的策略也持續開花結果，儼然令南韓找到了經
濟上的活路。

在貿易方面，南韓的出口過於依賴大陸和
美國（G2國家），本就是經濟結構上的一大隱
憂，不料美陸兩大經濟體卻爆發貿易戰，讓南
韓選邊站很為難，乃至經濟面臨困境。另一方
面，為擺脫對陸美的過度依賴，南韓歷屆政府
不斷發表 「北方政策」 ，但所有政策又都在北
韓面前撞牆，除非朝鮮半島無核化有大進展，
否則此路也不通。

為避免單方壓寶，文在寅便於2017年11

月推出 「新南方政策」 ，將目光投向南方的東
協地區，尋找新的市場和投資處。由東南亞10
國組成的東協總人口多達6.5億，面積為南韓的
45倍，且東協各國的年均成長率高達5％，堪
稱是無比富饒的 「機會之地」 。近來東協與南
韓的經貿關係不斷擴大，目前已經僅次於大陸
，成為南韓的第二大貿易對象。

文在寅推動與東協各國簽署雙邊FTA外，
更是放眼多邊FTA，將區域貿易協議視為改善
經濟困境的新解方。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RCEP）便是亞洲最大的多邊FTA，
一旦RCEP生效，南韓就可以更輕鬆，更有效
地向其他15個成員國擴展進出口市場，南韓見
長的電氣和電子產品及汽車製造商將受益於較
低的貿易壁壘。透過區域內各國的貿易交往，
以及區域經濟的融合發展，亦可緩解G2國家貿
易戰帶來的衝擊。

自貿協定奏效 文在寅拚出經濟活路

（綜合報導）俄羅斯薩馬拉州首府薩馬拉
市上周六（23日），有一輛BMW豪華房車行
駛期間突然起火，司機下車打算救火，但無奈
遠水難求。一輛水肥車經過，車上員工急中生
智，拿起館子向房車 「潑糞」 滅火。網友笑稱
這是最 「重口味」 的救火行動。

根據東網報導，有人拍下事發片段，只見
涉事房車引擎蓋冒出滾滾濃煙，司機在旁不知
所措。水肥車員工拿起管子向房車噴灑，試圖
令引擎蓋降溫但不果。房車司機連忙返回車內

開鎖，然後冒險掀開引擎蓋。當打開一刻，一
團熊熊火苗突然竄出，吸糞車員工立刻對準火
燄再噴灑，最終成功控制火勢，但引擎仍然冒
出白煙。

片段至此結束，有報導指由於搶救及時，
事件中沒人受傷，涉事房車已送往維修，未知
損毀程度如何。片段在網上瘋傳，不少網友同
情車主汽車被燒毀，也有人笑稱今次是 「最有
味」 的救火行動。

俄國汽車起火 為了滅火只好把 「它」 潑下去

（綜合報導）日本豬瘟疫情失控，農林水
產省在為豬隻注射疫苖之後，將進一步利用自
衛隊直升機進行從空中噴灑疫苖的實驗，以防
止野生山豬傳染，造成豬瘟疫情擴大。

農水省計畫28日在群馬縣的畜產實驗場進
行直升機噴灑疫苗的實驗，先將疫苗混在飼料
中從空中噴灑，將確認依直升機飛行的高度及
速度不同，噴灑的範圍是否夠廣等，以確認疫
苗的效果。

日本的豬瘟病毒藉由野生山豬擴大傳染，
過去也曾派人在山林地灑混入疫苗的飼料，但
由於有些山路很陡，人很難進入，如何在大範
圍地區灑疫苖成為防堵疫情的一大課題。

日本農水大臣江藤拓26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 「將找出適合日本地形的噴灑疫苖方法」 ，
根據實驗結果，從下個月起正式地從空中噴灑
疫苗。

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也在記者會上表示
， 「自衛隊將協助農水省，先試一次看看是怎
樣的狀況，看看野豬實際上是否會吃混了疫苗
的飼料。農水省將判斷此方法是否有效，之後
自衛隊也會再好好協助防疫」 。

非洲豬瘟在亞洲擴散，農林水產省考慮修
法，倘若日本確認有豬隻傳染非洲豬瘟時，包
括健康的豬在內都將全面撲殺。

非洲豬瘟與日本現在流行的豬瘟不同，沒
有疫苗也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因此農水省已
著手修改《家畜傳染病預防法》，將來若發現
有感染非洲豬瘟的養豬場，養豬場內包括健康
的豬隻在內也將全面撲殺，以防萬一。

南韓規定離發生非洲豬瘟的養豬場3公里範
圍內的豬隻都要撲殺，江藤認為，3公里的範圍
要全面圍堵住非洲豬瘟是很困難的，今後還將
在研究討論圍堵豬瘟的面積問題。

日防豬瘟擴散 調直升機噴灑疫苗

（綜合報導）澳洲重要智庫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25日發布報告，
敦促各大學勿與115間與北京軍方關係密切的中國大學結盟合作
，避免國家安全面臨風險。

ASPI報告指出，92所中國大學可能對澳洲國安構成 「極高
風險」 ，還有23所大學被列入 「高風險」 級別。這些中國學校
與陸方軍隊、情報機構等有深厚淵源，也可能涉及違反人權事件
，故應禁止澳洲大學與上述學校合作。

智庫專家喬斯科（Alex Joske）透過報告指，由於澳洲大學
普遍面臨經費壓力，所以常選擇與大陸大學建立合作關係，但澳
洲大學 「有義務避免魯莽傷害人權或國家安全（的行為），例如
為核武計畫培訓研究人員，或與在新疆提供監視技術的公司合作

等。」
由於澳洲對大陸在太平洋

地區的積極動作感到憂慮，近
來中澳關係持續緊繃。現在外
籍學生每年為澳洲經濟貢獻
350億澳元，大陸學生就占1/
3。澳方擔心，大陸可能藉此
強化其在學術界的影響力。

喬斯科也建議澳洲政府須
設立監督學術研究的全國性機構，並修改防止外國干預的相關法
案。

針對自稱 「共諜」 的王立強案，澳洲聯邦警察證實 「正調查

外國勢力在澳洲從事干預活動的指控，如近期媒體報導的內容。
」

澳洲智庫促禁止大學與陸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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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中國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
法院上月15日宣判，一名日本大型貿易公司伊
藤忠商事的40多歲男性日本員工犯下 「危害國
家安全罪」 ，處以3年有期徒刑並沒收人民幣
15萬元。該員工的何種行動被視為問題，詳情
尚不清楚。

根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這名伊
藤忠商事的男性社員去年被中國國家安全局以
涉嫌從事間諜行為逮捕並起訴，在中國南方的
廣州進行非公開審判。

另根據共同社報導，中國自2015年以來，
以涉嫌間諜行為等為由，至少已起訴了9名日
本人。伊藤忠員工被宣判後，這9人的一審判
決全部出齊。

另外還獲悉已有2人上訴，分別為2018年
12月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的札幌市70多歲男
性和今年5月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的日中青年
交流協會理事長鈴木英司。

據相關人士透露，此前在日本國內工作的
伊藤忠商事男性員工到訪廣州市，2018年2月
被該市國家安全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拘留。
同年6月被起訴，次月開始審判。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在26日的記者會上就
男性員工獲刑一事稱正在掌握事實關係，並表
示作為政府將盡力提供援助，諸如領事探視、
與家人聯絡等。伊藤忠商事公關部稱， 「抱歉
令相關人士擔心了」 ，未談及事實關係。

伊藤忠商事著力發展中國業務，前社長丹
羽宇一郎成為首位來自民間的駐華大使，在
2010至2012年期間任職。

中國為加強社會監管而制定了《反間諜法
》和《國家安全法》。最近就在9月，中國有
關部門以涉嫌蒐集涉及國家秘密的資料、違反
《刑法》和《反間諜法》為由，拘留了北海道
大學教授。該教授已於本月獲釋。

日企員工疑涉間諜 遭中國判刑3年

（綜合報導）自稱為中共情報特
務並向澳政府投誠的王立強聲稱曾涉
及操縱台灣選舉等間諜行動，引發各
界譁然，而外媒也指出其情報人員身
分與證詞是否屬實，仍有多處細節存
疑。參與查證的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
分析師喬斯科投書表示，認為王的證
詞一時覺得難以置信，推測他只是替
情報人員跑腿的外圍，稱不上是間諜
或特務；但當他更進一步查證，發現
部分聲稱是有證據支持的，但由於其
涉案遍即及多個地區，恐怕永遠無法
查明真相。

「 雪 梨 晨 驅 報 」 （Sydney
Morning Herald）25日刊登澳洲戰略
政 策 研 究 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國際網路政策中心
（International Cyber Policy Centre
）分析師喬斯科（Alex Joske）的投
書。喬斯科表示，10月初他接到電話
獲悉有中國間諜決定投誠澳洲後，他
花了幾週時間與電視新聞節目 「60分
鐘」 （60 Minutes）、雪梨晨驅報和
「世紀報」 （The Age）合作，協助
驗證並分析王立強的說法，最終也跟
本尊見面。

喬斯科在投書中表示，看到12頁
的中文自白書和求助請求後驚訝不已
，其自白書提到中共致力操縱台灣選
舉、滲透香港學生組織，甚至是綁架
政治異議分子，讓他覺得難以置信，
一度懷疑 「一個沒有軍方或政府背景
的26歲人士，怎麼能接近中共解放軍
在香港的情資網絡核心」 ？

喬斯科進一步指出，情報人員的
變節不論是就如何執行或動機而言，
從來不是單純的。他以1980年代投
奔至美國的中共前情報官員俞強聲為
例，像這種橫跨幾個地區的案件，不
可能核實他的每一項說法，而過去也
有真正的叛逃者被控為了強化自己的
庇護申請，在自身故事中加油添醋。

喬斯科分析，王立強的證詞不能
說歸類成 「非黑即白」 。他指出，王
立強所受的是藝術教育，而他在聲稱
的情報掩護公司 「中國創新投資」 中
，也只是涉及文化藝術活動，雖然他
顯然在中共軍情體系中無任何軍階，
根據他的證詞，他頂多是替情報官員
「跑腿的」 ，但若要說他是間諜、特

務、情報官員─不論是哪一職位都與
他的角色無法匹配。

但喬斯科也
表示，他進一步
分析其證詞，認
為仍有部分證詞
是有證據支持的
。王立強主張自
己效力的富商向
心，位居軍事情
報網絡核心，指
稱 向 心 是 在
1997 年香港主
權移交前，被目
前已被廢除的
「中國國防科學

技術工業委員會
」 （COSTIND
，國防科工委）
派到香港。當年
這個機構的任務
是促進中共軍事
科技現代化，尋求強化中國大陸國防
創新體系，同時也在竊取、蒐集外國
國防科技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喬斯科投書中表示，向心旗下的
公司與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 等大陸
國有企業密切交易。他在香港領導的

首批企業，名稱和國防科工委轄下軍
品輸出機構 「新時代」 集團類似。而
且向心公司內部的多名前主管，都具
有國防科工委轄下國防公司的背景，
其中至少1人似乎同時替國防科工委
在香港的幌子公司效力；而向心夫人

則曾服務於國防科工委情報研究所，
王立強亦指控她是間諜。換言之，向
心跟軍方幌子公司的成員都有關聯。
在向心與國防科工委有私人聯繫之際
，中共解放軍同時積極擴大在香港的
商業勢力。

參與查證專家：王立強只是 「跑腿」 但證詞並非無據

（綜合報導）負責為太空
人制定飲食計畫的俄羅斯科學
院生物醫學問題研究所所長阿
古列耶夫對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表示，黑魚子醬未在 「進步
MS-13」 貨運飛船的貨物清單
中，但飛船將帶去橄欖、乾果
和糖果等新年食物。

先前報導指出，由於技術
問題， 「進步MS-13」 貨運飛
船向國際太空站的發射時間將
從12月1日推遲到12月6日。

過去幾年，貨運飛船總會

為太空人送去魚子醬，阿古列
耶夫稱： 「此次飛船的貨物清
單中沒有魚子醬。」 但國際太
空站的新年餐桌並不會空空如
也。

專家說， 「提供他們心理
支持的食物有：橄欖和去核橄
欖、開心果、棗子、蔓越莓乾
、醃姜、奶油蜂蜜、松子、乳
酪型蜂蜜、榛果、巧克力和各
種糖果。」

除此之外，飛船還將送去
辣根、番茄醬、聖女果罐頭和

甜椒，以及新鮮蘋果、葡萄袖
、橙子、檸檬、洋蔥和大蒜。

阿古列耶夫認為，雖然
「進步MS-13」 飛船發射時間

改期，但新鮮的水果蔬菜不應
當從清單中消失。

他說： 「所有食品保鮮期
都很長，會提前一個月運到發
射地。水果和蔬菜會提前兩周
運到。一切都將取決於它們的
儲藏條件，在發射前都會運到
的。」

國際太空站的新年食物 今年少了這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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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世界廁所峰會舉行
巴西衛生機構籲改善衛生設施
綜合報導 2019年世界廁所峰會(World Toilet Summit)於11月17日至

19日期間在巴西聖保羅市舉行，會議目的是討論世界範圍內衛生設施存

在的不足。據統計，目前，巴西有3500萬居民無法獲取安全飲用水，人

數相當於整個加拿大的人口，此外還有1億多巴西人無法獲取汙水收集

服務。

據報道，巴西醫療衛生機構Instituto Trata Brasil主席卡洛斯指出，除

社會和環境方面的危害之外，基礎衛生設施的缺乏還會造成經濟損失。

他稱：“如果現在不采取措施改善衛生設施，那麼巴西可能在未來20年

內，產生1萬億雷亞爾左右的損失，其中大多數集中在疾病、醫療援助、藥

品和公立醫療系統(SUS)成本方面。疾病的增加會加快市政資源的流失。”

據統計，目前巴西僅46%的汙水經過適當處理，而未處理汙水不僅

會對水源造成持續性汙染，還會引發更多疾病，從而導致公共衛生費用

的增加。卡洛斯強調：“由於基礎衛生設施的不足，巴西在人類發展指

數(IDH)全球排名中的位次出現下降。這不僅是壹個社會問題和壹個環境

問題，還是壹個經濟問題。”

巴西環境衛生調查組的數據顯示，目前全國仍有近400萬居民生活

在沒有廁所的環境中。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數

據，全世界有超過10億人生活環境中沒有廁所。

卡洛斯認為，巴西政府應將目前110億雷亞爾的衛生設施投資再增

加壹倍，為此，政府有必要尋求私人資本的支持。他說：“目前我們在

衛生設施領域的發展速度遠不及形勢所需。政府每年為此投入的110億

雷亞爾資金還遠遠不夠，應將投資額增至每年220億至250億雷亞爾。我

們需要尋求新的資本加入衛生設施建設，采用私營公司或政府和社會合

作等模式加快該領域的發展速度。”

報告：數十億藥劑殘留排入水中
威脅全球食物鏈

綜合報導 最新分析報告指出，數十億劑的抗生素、止痛藥與抗抑

郁藥殘留，對全球食物鏈與淡水生態系統造成重大風險。

據報道，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比較了全球水樣本中藥物殘留濃度

的數據。他們發現，在人類服用與動物使用的藥品，有多達90%的有效成分

會被排泄出來，重返環境。而許多藥品更是未經使用，就被丟棄。單在美國

，估計每年40億處方藥中，有三分之壹最終被當作垃圾處理。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報告中引用的壹項研究還指出，估計所有藥物

當中，有10%可能對環境有害，包括激素、止痛藥與抗抑郁藥。並且，

人類處方藥使用還將急劇增加。

另壹項研究指出，在印度、以色列、韓國與美國的下水道中，都已

檢測到“極高”濃度的藥物產品。

僅在英國，在890座廢水處理廠的下水道中，乙炔雌二醇(ethinyloes-

tradiol)、雙氯芬酸(diclofenac)、非類固醇消炎藥布洛芬(ibuprofen)、降血

壓藥普萘洛爾(propranolol)與抗生素都有出現，其濃度之高，足以造成

“不利的環境影響”。

\報告的主要作者列奇(Hannah Leckie)表示，在全世界的地表水與

地下水，都有檢測到藥物殘留。

然而，她表示：“對於此事的發生，仍存在很多未知數，甚至對於

已發現的藥物殘留濃度相關的情況，我們也知之甚少。”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遭起訴
以政局不確定性升高？

以色列司法部長宣布，

將在三起不同的腐敗案件

中，對以總理內塔尼亞胡提

出賄賂、欺詐和背信罪的指

控，這標誌著以色列歷史上

第壹次有現任總理在刑事調

查中面臨起訴。

【內塔尼亞胡涉貪腐 誓
言將繼續擔任總理】

據報道，內塔尼亞胡涉

嫌不當收受價值 26.4 萬美元

的禮品，並對以 色 列 最 大

報 《 新 消 息 報 》 （Yedioth

Ahronoth）與新聞網站Walla

提供便利，以謀求媒體說

他好話。

若收賄罪名遭確定，內

塔尼亞胡最高恐面臨10年監

禁。另外，詐欺與背信罪最

多可判3年。

21 日，內塔尼亞胡駁

斥所有貪腐的指控。盡管

遭到起訴，他仍態度強硬

地誓言將繼續留任以色列

總理壹職。

內塔尼亞胡痛斥這些指

控“不實”且“具有政治動

機”，表示“這裏所發生的

事是企圖對總理發動政變”

，“調查的目的在於把右翼

勢力從政府內部逐出”。

在15分鐘的演說中，內

塔尼亞胡責罵政敵與政府機

關，指控警方與司法界存有

偏見。他主張，該是“調查

調查人員”的時候了。

他還鄭重宣告將繼續擔

任總理，就算未來將開庭受

審，並承受強烈的政治壓力

。他說：“我不會允許謊言

獲勝。”

【總理遭起訴 以色列政
局不穩？】

報道稱，現年70歲的內

塔尼亞胡叱咤以色列政壇20

年，他自2009年開始掌權，

是以色列在位時間最久的領

導人。

按照法律，在被定罪並

窮盡所有上訴渠道之前，他

沒有辭職的義務。不過，現

任總理面臨刑事指控，卻升

高了自以色列政局的不確定

性。

據悉，2019 年以來，以

色列舉行了兩次大選，但都

因政局深陷混亂無法完成政

府組閣。

目前，以色列議會陷入

僵局，這意味著出具對內塔

尼亞胡正式的起訴書可能還

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牛津詞典公布2019年度詞匯：
“氣候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 近日，牛津詞典公布了

2019年度詞匯——“氣候緊急狀態”，

這壹詞匯的使用率在2019年增加了100

倍。當人們談論氣候問題時，使用這個

詞會更加突出危機感。

據報道，牛津詞典將“氣候緊急狀

態”定義為：需要采取緊急行動以減少

或阻止氣候變化，並避免由此造成潛在

環境破壞的情況。

牛津詞典解釋稱，2019年，“氣候

緊急狀態”從壹個相對模糊的概念，成

為最突出的、最廣泛被討論的詞匯。

數據顯示，“氣候危機”壹詞的使

用次數飆升了 10796%。在 2019 年，與

“緊急狀態”壹詞聯系最緊密的就是

“氣候”，這壹表述的使用率比位列第

二名的“健康緊急狀態”多3倍。

牛津詞典表示，選擇這壹詞匯並不

只是因為人們對於氣候變化的認知有所

提高，也是因為考慮到人們討論氣候問

題時所用語言的特殊性。“氣候緊急狀

態”壹詞反映的是人們通過文字表達出

的緊迫性與危機感。

英國《衛

報》5 月曾指

出，他們在報

道 氣 候 問 題

時，選用的表

述發生了變化

：“氣候緊急

狀態”取代了

“氣候變化”，

“全球變熱”比

“全球變暖”

使用率更高。

這種語言表達

更能體現氣候變化對人類產生的災難性

後果。

2019年，許多國家和城市和曾都宣

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如英國、加拿大

、法國和澳大利亞悉尼等地。

牛津詞典表示，在2018年“氣候”

還不是與“緊急狀態”聯系最密切的詞

匯，人們更多的用“緊急狀態”來形容

健康、醫院與家庭。

但是，從氣候緊急狀態的使用率上

升可以看出，氣候變化已經擴大成為全

球層面的緊急問題。

報道稱，在候選的年度詞匯中，

“氣候緊急狀態”壹詞擊敗了“氣候危

機”、“滅絕”、“全球變熱”等詞。

牛津詞典表示，年度詞匯需能在壹定

程度上，反映過去壹年的社會思潮、精神

、氣氛和人們最關註的事情，並且是最有

文化潛力的詞匯。2018年的年度詞匯是

“毒”，2017年則是“青年震蕩”。

81歲老人成功切除足球大小下巴瘤
曾擔心會窒息而亡

綜合報導 近日，美國新

澤西州(New Jersey)壹位81歲

老翁成功切除了他下巴上的

腫瘤。這個腫瘤自4月開始迅

速變大，切除前已和足球大

小差不多。醫生曾擔心，若

繼續生長，可

能會令老翁窒

息而亡。

據報道，

這位老翁名叫

溫格爾(Milton

Wingert)， 是

壹位退休電工

，他在4月時，發現自己的下

巴長了壹個腫瘤，而且還不

斷的變大，溫格爾為此感到

煩惱，甚至不敢出家門，他

說“我感到不自在，大家都

會取笑我。”

為了除掉腫瘤，溫格爾

也看過幾次醫生，但沒有人

願意切除，外科醫生們擔心

手術會影響到他的頸動脈或

鎖骨。他說“我壹直在看不

同的醫生、去不同的醫院，

而且它還在不斷變大。我很

煩惱，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去

做手術。”

終於，在11月初時，西

乃山醫院(Sinai Hospital)的外

科醫生納齊爾(Nazir Khan)答

應幫溫格爾做切除手術，因

為他擔心腫瘤如果繼續生長

，將會壓迫到溫格爾的呼吸

道，導致他窒息而死。

納齊爾表示，這是他有

史以來切除過的最大腫瘤，

他說“我們為最壞的情況做

好了準備，但也希望是好的

情況。”

幸運的是，手術順利結

束，雖然溫格爾還是必須進

行其它像是化療、放療等治

療，才能使病情痊愈，但他

仍對手術成功相當開心，他

說“我要慶祝我82歲的生日

，這是壹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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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陸美貿易戰自去年開打迄今，美國川普政府一直宣稱，大陸方面會負擔進口

貨品到美國的25％關稅。不過，紐約聯邦儲備銀行（New York Fed Reserve Bank）25日發表
研究報告指出，這些每年約400億美元的關稅，最終是由美國企業及消費者承擔。

理論上，大陸貨品進口到美國時，美國海關會加收最多25％關稅，如果大陸企業要負擔這
筆額外費用，就要將價格調低，如此美國的零售、製造或批發商價格和利潤才可能不受影響。

然而，紐約聯儲的研究發現，自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期間的數據顯示，大陸的進口價
格只下跌大約2％，幅度相當於其他國家受到全球貿易放緩的影響。報告指，大陸進口貨品價格
穩定，這意味美國企業和顧客必須支付關稅帶來的額外費用。

報告也提到，在這場關稅戰中，大陸機械及電子設備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自2017年以來下
跌2個百分點，電子產品在美國的市場佔有率更下跌6個百分點。研究指，流失的占有率主要轉
往歐洲、日本、馬來西亞、韓國、台灣及越南。

川普關稅誰買單？ 答案竟是美國人！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法官於25日裁定
，白宮前法律顧問麥甘(Donald McGahn)須針
對川普總統是否在2016年 「通俄門」 調查過
程中妨礙司法公正的問題，至國會出庭作證。
法官傑克森（Ketanji Brown Jackson）駁斥川
普 「總統不是國王」 ，強調其 「無權利」 要求
現任或前白宮官員拒絕眾議院委員會傳票。此
項裁決對 「通烏門」 醜聞觸發的彈劾調查有深
層意義，或將挑戰 「總統豁免權」 ，加劇川普
的政治危機。

川普總統曾聲稱McGahn享有絕對豁免權
，據美國電視新聞網（CNN）報導，聯邦法官
傑克森要求白宮前法律顧問McGahn務必出席
總統彈劾聽證會。法官強調， 「根據美國過去
250年的歷史記載，總統不是國王」 ，並明確
表示， 「沒有人能凌駕於法律」 ，總統 「無權
利」 要求現任或前白宮下屬拒絕出庭作證。

法官傑克森還解釋，雖然總統高級幕僚官
員在接受強制性國會程序時並不存在 「絕對豁

免權」 ，但McGahn允許在 「適當的時侯」 行
使 「行政特權」 以保護敏感信息。McGahn於
5月被要求出席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回答有關
總統試圖阻撓穆勒法官調查 「通俄門」 的問題
，但遭到拒絕。

此次聯邦法官於周一在華盛頓作出的裁定
，被外界解讀為民主黨迫使 「通烏門」 彈劾案
中拒絕作證的其他官員屈服的手段。民主黨人
確信，包含國務卿蓬佩奧與前國家安全顧問波
頓等人在內的高級幕僚，將為彈劾總統提供關
鍵證據。川普此前回應， 「彈劾調查是民主黨
的一場騙局和捕風捉影式的政治迫害」 。

據悉，若川普被由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彈
劾，投票將在共和黨執政的參院進行表決，參
院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川普才能成為首位被
彈劾免職的總統。不過參議院通過彈劾案的可
能性微乎其微，有參院做川普的靠山，川普被
彈劾下台幾乎是不可能。

法官斥川普 總統不是國王

（綜合報導）美軍相隔近2個月後，已經恢復在敍利亞北部、針對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 （IS）
的大型反恐行動，同時也持續與庫爾德族武裝部隊聯手合作。

美國總統川普上月初宣布，駐守敍利亞北部的1000名美軍將撤離；同月底美軍在該地區採取突
擊行動，最終IS領袖巴格達迪自盡身亡。與此同時，數百名美軍及一批步兵戰車由伊拉克及科威特
調派至敍利亞東部，以保護當地由庫族控制的油田。

一批美軍與數百名庫族部隊22日合作，在敍東代爾祖爾省執行大型軍事行動，目標是殺死或抓
捕IS武裝分子；美軍其後證實，多名IS分子在行動中傷亡。

川普下令從敍北撤軍後，被指向土耳其大開綠燈，允許土國越境攻打敍利亞境內的美國盟友庫
德族。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齊23日表示，雙方的關係仍然不錯，但不肯透露美軍將留守敍北多
久；他又認為敍利亞政府軍之後將試圖奪取敍東的油田。

回到原點 敘利亞美軍恢復大型反恐行動 劍指IS殘黨

（綜合報導）德國並未跟隨美國腳步，明確
將華為排除在5G設備供應商名單中，引發國安
疑慮，德國經濟部長阿特麥爾（Peter Altmaier
）24日為自己的政策辯護時，竟將華為和美國先
前對德國的監聽案相提並論，惹得美國駐德大使
不滿，公開砲轟根本是對美國人民的 「侮辱」 。

香港《南華早報》報導，德國政府唯恐國內
龐大的汽車產業日後遭北京報復、影響在大陸市
場的表現，上月中公布的5G網路安全指導方案
中並未明確禁止華為成為設備供應商，此舉引發
各界關切，一旦華為設備進入德國5G網絡，恐
形成國安漏洞，將當地商業機密或資訊傳送回北
京，讓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飽受
批評。

德國經濟部長阿特麥爾周日接受電視節目專
訪時，為政府的友善華為5G政策辯護，並且大
酸特酸美國，將外界關切的華為間諜疑慮和先前
美國竊聽包括德國在內等多個歐洲國家一案相提
並論。他說， 「美國也打著反恐名義，要求自家
公司提供特定資訊」 ，稱自從2015年美國國家
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監聽梅克爾
電話一事曝光後，德國也沒有因此杯葛美國公司
，抨擊美國非常 「不可靠」 、 「不值得信賴」 。

針對美國被比喻為大陸，美駐德大使格瑞尼
爾（Richard Grenell）非常不滿意，他昨日發出
抗議聲明，指 「中美之間沒有道德對等」 ，抨擊
阿特麥爾的評論是對數以千計對德國安全有貢獻
的美軍的 「侮辱」 。

不爽和陸相提並論美德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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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前法務部長曹國被檢方二次傳喚

或再次拒絕陳述
綜合報導 韓國檢方對韓國前法

務部長官曹國進行第二次傳喚調查

，這距離檢方對其的首次傳喚僅過

去壹周。曹國或在調查中仍保持拒

絕陳述的態度。

21日，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反

腐敗調查2部第二次以嫌疑人身份傳

喚調查曹國。曹國於當地時間21日

上午9時30分，以非公開形式到檢

察廳接受調查。據悉，曹國此次為

了躲避媒體，通過檢察廳地下停車

場進入了調查室。

報道指出，預計曹國將和14日

進行首次調查時壹樣,拒絕陳述。

檢方於14日對曹國進行首次傳

喚調查。當日，曹國拒絕回答所有

問題，調查開始8個小時便離開。他

在調查結束後通過律師團轉達稱，

“我認為壹壹答復和解釋是不必要

的。調查組長期以來壹直在進行

調查，如果他們決定起訴，(我)

將在法庭上揭示被是非掩蓋的所

有真相”。

據報道，檢方將圍繞曹國妻

子鄭敬心借名投資、其女在釜山

大學醫學專門研究生院領取獎學

金、首爾大學公益人權法中心實

習證明書虛假發放、雄東學院的

虛假訴訟及聘用腐敗問題、私募

基金運營現狀報告書虛假撰寫、

首爾方背洞住宅電腦毀滅證據等

問題，對曹國就相關疑惑不斷進

行詢問。

檢方甚至也準備了追加調查

審問，但曹國的立場是將拒絕陳

述，因此這將成為形式上的嫌疑

人審問。

報道稱，此前有分析認為，預

計對曹國的傳喚調查不會壹兩次就

結束。但隨著曹國行使拒絕陳述權

，本次審問也有可能是最後壹次。

檢方相關人士表示，是否還需要進

壹步調查，將視第二次調查的結果

而定。另外，檢察機關計劃，在結

束對嫌疑人的審問後，考慮其陳述

態度等決定是否申請拘捕令。

曹國於 2019 年 9 月被任命為

韓國法務部長官，但由於媒體披

露其女兒入學涉嫌偽造文書、家

人涉嫌投資私募基金避稅等，掀

起巨大輿論風波。壹個多月來，

民眾不斷組織大規模集會活動抗

議。10 月 14 日，曹國宣布辭職。

10 月 24 日，韓國法院簽發了曹國

妻子鄭敬心的拘捕令。11 月 21 日

，韓國法院決定對鄭敬心的財產

進行凍結。

青瓦臺舉行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商討韓日軍情協定問題

綜合報導 青瓦臺舉行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NSC)常任委員會會議，會議上將對即將於23

日零點到期的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有

關問題進行討論。

韓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每周四定期舉

行。青瓦臺有關人士表示，當天的會議將

就韓日軍情協定有關情況及是否終止協定

等進行討論，並將就終止協定的影響和對策

交換意見。

另外，青瓦臺國家安保室第二次長金鉉

宗結束訪美後於20日返回韓國，當天會議還

將就金鉉宗訪美結果進行討論。據悉，在舉

行會議前，金鉉宗向韓國總統文在寅進行了

訪美結果報告。

青瓦臺的另壹位相關人士

表示，“23 日 0 點之前，誰也

不能斷定情況會變成什麼樣子

。雖然現在傾向於結束，但是

還有意見認為最後逆轉的余地仍

然存在”。

文在寅在韓國 MBC 電視臺

直播的《與國民的對話》節

目中表示，“如果到最後壹

刻可以避免終止的事態，將與日本壹起

努力”。

日本政府7月開始對韓國實行限制出口

措施，8月初以安全保障為由把韓國從“白名

單”國家中剔除，8月28日零時正式生效。

作為回應，韓國8月12日決定把日方排除出

韓方貿易“白色清單”，8月22日宣布不再

與日方續簽《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韓日2016年11月23日正式簽署《軍事情

報保護協定》。《協定》有效期壹年，除非

壹方反對，否則期滿自動延長。若有壹方不

願續簽，需提前90天，即在8月24日前向另

壹方通報終止這壹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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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厚生勞動省(以下簡稱厚勞省)

20日表示，正考慮將賭博依賴癥的治療列為公共

醫療保險適用對象。不過，也有反對者對向賭博

依賴癥治療投入稅金與保險費表示質疑。

據報道，厚勞省20日在中央社會保險醫療協

議會上提出了該方案，並表示希望強化賭博依賴

癥的相關應對措施，力爭在明年實現。

賭博依賴癥是病態性癡迷於賭博的精神疾病

。據厚勞省介紹，該病患者數量在日本呈逐年增

加趨勢。

報道稱，日本醫療研究開發機構的研究團隊

開發出了壹套集體治療程序，並在日本多地對患

上賭博依賴癥的187名男女進行了測試，結果顯

示接受治療的人戒賭比例高於未接受治療者。

據介紹，因日本尚無適用於針對賭博依賴癥

治療的保險，且厚勞省認為該治療方案有效，所

以考慮將其納入醫保範圍。

不過，在會上，壹部分委員提出異議，有人

質疑其他依賴癥是否也要適用保險，還有人對

187人的治療結果是否有效表示懷疑。

據介紹，2018年7月，日本出臺《賭博依賴

癥對策基本法》，其中規定政府有義務制定計劃

，以預防賭博依賴癥，並幫助賭博上癮的人回歸

社會。

綜合報導 正在建設中的2020年

東京奧運會遊泳場館首次向媒體公

開，該遊泳池的池壁和池底均為可

活動式，整個工程預計將在2020年2

月完成。

據報道，該場館名為東京水上

運動中心，位於靠近東京灣的江東

區。東京都政府為建設這所場館，

總共投資了約567億日元（約合人民

幣36.8億元），預計建成後最多能

容納1.5萬名觀眾。

報道稱，雖然東京水上運動

中心將在 2020 年的東京奧運會以

及殘奧會上被作為長 50 米、深 3

米的標準遊泳池使用，不過，由

於該場館的池壁和池底均被設計

為可活動式，在大會結束後，泳

道的長度以及深淺都可以根據不

同用途進行調整重裝，以實現利

用率最大化。

第32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將

於2020年7月24日至8月9日在日本

東京舉行，其中遊泳比賽的時間預

計為7月25日至8月2日。

可活動式遊泳池？
2020東京奧運會遊泳場館首次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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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兒童染重病留守兒童染重病 師生街頭齊募捐師生街頭齊募捐

四川省鹽亭縣一名年僅四川省鹽亭縣一名年僅

1010歲的小學生被確診為淋巴歲的小學生被確診為淋巴

癌癌，，因家庭經濟困難因家庭經濟困難，，其所其所

在班級的老師在班級的老師、、同學同學1111月月2424

日紛紛走上街頭為他募捐日紛紛走上街頭為他募捐，，

籌集後續化療費用籌集後續化療費用。。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

摯友之間的手札往往更直接地表達了作家們
的思想和情感。在巴金誕辰115周年，為了紀念他
和他們同時人走過的歲月，由巴金故居、中國現
代文學館、上海文學發展基金會聯合主辦的“溫
暖的友情——巴金與友朋往來手札展”正式開
幕，同時，巴金銅像亦於巴金故居落成。這位文
學大師的“朋友圈”展示了一代人風華以及友情
的溫暖，更通過手札將中國文人交往的傳統生生
不息地實踐在筆端。

館中，一封封手札展示了這些良師益友之間
的無所不談、真誠溫暖：魯迅先生細細指導校樣
的修改方式：“巴金先生：校樣已看迄，其中改
動之處還不少，改正後請再給我看一看。”茅盾

先生表達久別的問候：“久不通信，但知近況佳
勝，精神煥發，甚佩甚慰。”老舍先生留下便
條：“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請您吃烤
鴨。”……此次展覽，展出了巴金與魯迅、郭沫
若、茅盾、老舍、曹禺、葉聖陶、冰心、沈從文
等四十餘位友人（及其家屬）的往來手札。

手札跨度近六十年
而從最早的1936年2月4日魯迅致巴金書信

起，展出手札時間跨度近六十年。手札涉及的內
容，既有創作編譯、人際交往、社會活動等方方
面面，又涉及大量的日常生活。封封手札展示眾
多文學大家們之間交往的細節，都是來自於作家

本人的一手史料，並且大部分屬於首次展出。
“巴金先生一生重視友情，愛護朋友，也得到朋
友們的愛戴。從他們之間不同時期的通信中，能
夠看出朋友之間肝膽相照相濡以沫的情誼，能夠
看到他們意氣風發的年月，一言一行總關情，在
冷漠的歲月裡，友情溫暖了人生，照亮了生命。
紙短情長，欣賞這一封封珍貴的書信，時常讓人
不禁熱淚盈眶感動至深，歲月流逝，它們又是歷
史的記錄，珍貴的文獻，讓我們窺見歷史的背
影。”策展人、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這樣
表示。“當巴金先生寫下那一封封信札時，他是
寫給遠方的朋友，但隔着長長短短的時間，我們
大家也都是收信的人，從那些擦亮心靈的信裡，

我們讀出了深情厚誼，讀出了風骨和信念。”中
國作協主席鐵凝在開幕式上如此說道。

而在展覽開幕同日，一座高2.23米，含笑背
手，踱步沉思的巴金銅像亦在巴金故居落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

巴金銅像慶誕辰 往來手札訴友情

天文專家介紹，年內最後一次水星
大距將於本月28日上演。屆時，如果天
氣晴好，中國各地感興趣的公眾憑藉肉
眼或借助雙筒望遠鏡在大距前後幾天早
晨，可以一睹平日裡難得一見的水星
“芳容”。

水星屬於地內行星，其公轉軌道在
地球公轉軌道以內。地內行星有個特
點，就是總喜歡和太陽“不離不棄”。
由於距離太陽太近，水星經常湮沒在太
陽的光輝中，每年只有數次短暫的可觀
測機會，從而成為金、木、水、火、土
五顆行星中最難看到的一顆。只有等到
水星和太陽的角距離達到最大即“大
距”時，公眾才最有希望目睹水星。

水星在太陽東邊稱東大距，在太
陽西邊稱西大距。東大距時，可以在
黃昏時分的西方地平線上方找到水
星；西大距時，水星則在黎明時的東
方低空出現。

中國天文學會會員、天津市天文學
會理事史志成介紹說，2019年，水星一
共有6次大距表演，28日是最後一次。
當天水星與太陽的角距離約為20度，亮
度約為-0.6等，加上水星赤緯高於太陽
的赤緯，因此，日出時水星的地平高度

較高，在北半球非常有利於觀測。
“大距期間，水星位於天秤座天區附近，沒

有與之亮度相近的恒星，比較容易辨認。我國各
地感興趣的公眾可在28日日出前30分鐘至50分
鐘時間裡，憑藉肉眼或借助雙筒望遠鏡目睹這顆
距離太陽最近的大行星。”史志成提醒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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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一名年僅10
歲小學生被確診為淋巴
癌，其所在班級的老
師、同學紛紛走上街頭
為他募捐。 網上圖片

■■巴金銅像於巴金故居落成巴金銅像於巴金故居落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攝

1111月月2424日日，，鹽亭縣雲溪小學五鹽亭縣雲溪小學五
年級七班班主任任凌娟告訴年級七班班主任任凌娟告訴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患病學生目前已在四川患病學生目前已在四川
省人民醫院接受了首次手術治療省人民醫院接受了首次手術治療，，
接下來將進入漫長的化療階段接下來將進入漫長的化療階段。。當當
天全班同學為其募集到天全班同學為其募集到22萬元萬元((人民人民
幣幣，，下同下同))捐款捐款，，籌款還在繼續籌款還在繼續。。

家境貧寒家境貧寒乖巧懂事乖巧懂事
據任凌娟介紹據任凌娟介紹，，患病學生名叫患病學生名叫

任天宇任天宇，，生於生於20092009年年。。任天宇剛出任天宇剛出
生不久爺爺就患病生不久爺爺就患病，，欠下了巨額債欠下了巨額債

務後離世務後離世。。隨後隨後，，父母離異父母離異，，父親父親
重組了家庭重組了家庭，，一直和其繼母在外打一直和其繼母在外打
工工。。奶奶在家照顧他和一個小妹妹奶奶在家照顧他和一個小妹妹
的生活的生活，，家庭經濟並不寬裕家庭經濟並不寬裕。。

任凌娟說任凌娟說，，任天宇的學習成績中任天宇的學習成績中
等等，，但乖巧但乖巧、、懂事懂事，，可能因為可能因為““窮人窮人
的孩子早當家的孩子早當家”，”，他的情商很高他的情商很高，，很很
會和同學相處會和同學相處，，並且主動協助老師做並且主動協助老師做
各種班務工作各種班務工作，，老師講台旁邊的準備老師講台旁邊的準備
桌每天都被他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桌每天都被他收拾得乾乾淨淨的。。現現
在在，，她每天一進教室她每天一進教室，，看到那張講桌看到那張講桌
總會想起他來總會想起他來，，心裡一陣陣難過心裡一陣陣難過。。

今年以來今年以來，，任天宇的身體越來越任天宇的身體越來越
虛弱虛弱，，經醫院一檢查經醫院一檢查，，身上發現了很身上發現了很
大的腫塊大的腫塊，，最後被確診為淋巴癌最後被確診為淋巴癌。。現現
在四川省人民醫院接受治療在四川省人民醫院接受治療，，前期手前期手
術已經完成術已經完成，，接下來就只能化療了接下來就只能化療了。。
但他家裡主要靠他父親打工掙錢但他家裡主要靠他父親打工掙錢，，很很
難支付其龐大的治療費用難支付其龐大的治療費用。。任凌娟想任凌娟想
在網上為他發起眾籌在網上為他發起眾籌，，只是醫院下一只是醫院下一
階段的治療方案還沒有出來階段的治療方案還沒有出來，，她不知她不知
道具體需要多少費用道具體需要多少費用。。據她所知據她所知，，任任
天宇雖然統一購買了學生保險天宇雖然統一購買了學生保險，，但一但一
年總共才繳幾十塊錢年總共才繳幾十塊錢，，對這種病可能對這種病可能

意義不大意義不大。。
1111月月2424日日，，很多任天宇的同學很多任天宇的同學

陸續走上鹽亭街頭為其募捐陸續走上鹽亭街頭為其募捐。。任凌娟任凌娟
對澎湃新聞說對澎湃新聞說，，班上班上5050多個同學多個同學、、任任
課教師差不多都來了課教師差不多都來了，，很多家長也一很多家長也一
起來參加了募捐活動起來參加了募捐活動，，街上的商家街上的商家、、
路過的學生路過的學生、、市民市民、、環衛工紛紛捐環衛工紛紛捐
款款。。其中其中，，一位三輪車師傅捐了一位三輪車師傅捐了100100
元元，，在這樣的小縣城裡在這樣的小縣城裡，，那可能是他那可能是他
一整天的收入一整天的收入。。她說她說，，當天總共募集當天總共募集
到到22萬多元萬多元。。可能離實際所需還有很可能離實際所需還有很
大差距大差距，，她們還在繼續想辦法她們還在繼續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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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煽暴派陰招勝出區議會選舉僅“和平”一
日，黑衣魔25日晚再“故態復萌”四出大肆破壞社會安寧，分別堵路、搗亂
警員婚宴及叫口號挑釁警方等，無所不用其極，即使有泛暴派候任區議員嘗
試勸喻黑衣魔暫時停止破壞行為，但未能收效；直至26日凌晨，黑衣魔仍
繼續包圍理大及在區內四處搗亂，令居民對新當選區議員大失所望。

25日下午4時許，黑衣魔在一批新當選泛暴區議員騎劫民
意、“聲援”理大留守暴徒並與警方交涉作為掩
護下，已蠢蠢欲動想硬闖警方封鎖線入理大“救
人”。其後，警方准許5名代表進校慰問，黑衣
魔即“同意”暫時按兵不動。

但到晚上7時許，留守在理大附近一帶的
黑衣魔即開始搞事。數以百計黑衣魔由梳
士巴利花園出發，經彌敦道步往包圍理大
“聲援”校內的“手足”，其間黑衣魔由
最初只是唱歌及叫口號，慢慢變得情緒激
動大叫“放人”，氣氛逐漸變得緊張。

泛暴派鄺俊宇為此在facebook聲稱為
理大留守者傳話，要求正在尖東“聲援”的
黑衣魔不要“硬碰”，以免再有“手足”受傷
或被捕，要大家耐心等待消息。不過，
黑衣魔就繼續不斷挑釁警方，有人更搬
來附近一帶膠水馬等雜物，堆放堵塞接
連紅隧巴士站通往百週年紀念花園的
行人天橋出入口。

黑衣魔不受約束地堵路及大聲叫
囂，防暴警到場在天橋高處戒備。其
間，黑衣魔不斷以強光照射及言語作
出挑釁，但防暴警未有採取進一步行
動。

暴徒襲酒店 圖搗亂婚宴
理大附近尖沙咀科學館道的唯港薈酒

店（Hotel Icon）亦成為黑衣魔的目標。25
日晚9時許，有人聲稱酒店內有警員結婚擺
酒，數百名黑衣蒙面人即不分真假在外聚集叫

囂，並用強光照射秀擾，煽暴派人物岑子杰亦到場
煽動。酒店職員關門，緊張戒備，其間眾人發現一名身

穿筆挺西裝的男子走到酒店外吸煙，即毫無理據指他就是
警員新郎，多名搞事黑衣魔企圖將他包圍，西裝男見狀迅即避

回酒店內，幸未成為黑衣魔濫用私刑目標。眾搞事者逗留約半小時
未見酒店內有任何動靜，才“無癮”離開，但就繼續在科學館道與科學館徑

一帶聚集叫罵。直至26日凌晨截稿前，黑衣魔仍在區內斷續破壞。

佔理大黑魔 九成半校外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因應校園環境日
益惡劣，理大校董會主席林大輝聯同校長滕錦光
等多名高層25日三度發出聲明，勸喻留守暴徒和
平有序地離開，期望警方能以登記身份證後“暫
時放行”的方式處理事件。同時，理大進一步提
供最新資訊，指近日離開校園的1,000暴徒當
中，只有50人為理大學生，意味連日佔據
該校的黑衣魔中，多達九成半為校外人。

理大校方25日三度發聲明。理大
指，該校校園自13日開始被示威者

佔據、17日警方開始封鎖後，大
學被迫宣佈全面停課，一切

正常運作也要停頓。其
後，校方取得警

方同意暫不進校，立刻聯同各界勸喻留守者和平有
序地離開，至今涉及逾千人，包括約300名中學
生。據校方了解，佔校的千多人有約50名理大生。
聲明續指，估計尚有數十人留守在校園，目前

校內一片狼藉，滿佈被破壞後的雜物、汽油彈
和危險品等，對人身安全構成極大威脅，而
衛生情況、空氣質素、留守暴徒的健康和情
緒日差，情況緊張。
校方25日下午及黃昏已多次聯絡

警方，希望警方可在登記校園留
守者身份證後，讓其和平離
開校園，並希望校園能早
日 解 封 ， 回 復 安
寧。

選後魔蹤再現 夜擾尖東喪叫

警方圍困理大內黑衣魔行動25
日踏入第九天，有數十人拒

絕投降。一群以陰招勝出區議
會的候任區議員，25日下午
已急不及待藉詞“謝票”為
名，在尖沙咀百週年紀念
花園高調亮相接受傳媒
訪問及拍攝，其間“騎
劫民意”提出要“聲
援”理大的留守者。

其間，有人企圖
硬闖警方封鎖線，雙
方一度對峙，最後經
商議，警方只准許5
名代表入理大作慰
問；與此同時，黑衣
魔趁機包圍理大外圍
大聲要求“放人”，不
斷叫囂、嗌口號及唱歌
等挑釁警方。大批防暴警
需在場佈防戒備，直至深夜
人群仍未散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
批評，該批泛暴派中人可謂“死
性不改”，剛勝出區選不足24小
時，不但不依法守法，更急不及待企圖
以還未到手的公職頭銜去任意妄為、踐踏法
治，有違區議員的職責，令人感到這些人是借區
議員之名，作為其搞政治的工具，根本無意搞好社
區、服務市民，令人對日後的區議會感到擔心。

全國政協委員、新社聯會長梁志祥指出，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之所以取得現在
的國際地位，完善的法治制度是關鍵，而有一批嚴格遵守制度者，才能令該套制度有
生命，才能運作順暢。

他批評，這些當選者未上任已經急不及待大搞政治手段，更企圖向警方及特區政
府施壓，公然包庇違法分子、踐踏法治精神，更辜負選民期望。

梁志祥：若違法或被DQ
梁志祥強調，選民並非只涉及投票給他們的人，而是包括整個選區的街坊，並相

信正常思維都不會鼓勵他人違法。同時，一旦成為議員，只要違法就有可能被DQ，有
關人等必須三思。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該批新當選的區議員，在參選前就應該明白，身
為公職人員必須遵守法律，但他們一當選，仗着“有票”就企圖任意妄為。他相信全
港大部分市民都支持守法，而是次有黑衣魔佔據校園，警方以人道立場處理，但該批
當選人就企圖向警方及特區政府施壓，有違法治精神，令人質疑“是否聲大就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蕭景源）泛暴派陰招盡出勝出區議會選

舉不足一日，即急不及待做“政治秀”，聲稱區選當選變相是“民意授

權”他們要求警方撤離理大，其間他們一度企圖進入理大與警員對峙，最

後經協商5名代表獲准進入校內“慰問”留守者。同時，黑衣魔在有關人

等轉移警方視線的情況下，趁機包圍理大外圍，不斷大聲要求“放人”及

叫囂挑釁，至深夜仍未散去。多名政界人士25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有關人等成功當選，首要的是做好社區

工作，包括盡快修復被暴徒破壞的

社區等等，而非濫用“民意”，為

暴徒張目，肆意踐踏法治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警方25日重申，希望以和平、有彈性
方法處理事件，並透露正與各界組成
“安全小組”進入理大，游說約數十
名留守者和平有序離開。據悉，小組
最快今晨進入校園，並以早前對待18
歲以下留守者的原則處理案件，即不
會即時拘捕，而是只拍照及登記留守
者的資料，以便日後跟進。

油尖警區指揮官何潤勝總警司25
日表示，警方十分關注理大情況，包
括留守者的心理情緒等狀況。警方聯
同部門及獨立中間人士組成安全小
組，包括中學校長、社工、臨床心理
學家及防止自殺機構、救護、理大校
方代表、消防及警察談判組人員等加
入安全小組，目標是準備進入理大範
圍進行游說，希望勸喻留守者盡快以
和平有序方式離開。

何強調，警方一直希望以和平及

有彈性方法處理事件，因有人已逗留
超過一周，非常關注他們的身心情
況，如果有健康需要，警方會全力作
出配合，以醫療行先，安排救護車送
院治理，並不會第一時間拘捕，警方
會以早前18歲以下人士的方法處理，
即只拍照及登記個人資料，以便日後
跟進，令校園盡快恢復運作。

被問及警員進入理大會否刺激留
守者的情緒，何潤勝表示，過去一星
期，各界人士進入理大勸說已有成
果，約有1,100人自願和平離開，其
中約300人為18歲以下者，警方根據
不同資料來源相信理大內仍有數十
人。他強調，這次將會進入理大的是
小量談判組人員，目標是游說及勸喻
工作，絕非拘捕計劃，並重申警方現
階段亦沒有清場“死線”的決定，故希
望他們與安全小組見面，不要向小組
人員作出暴力行為。

警夥各界設“安全組”入理大勸說離場

■■一班自稱公民黨新血的人一班自稱公民黨新血的人，，區選得勝後集結理大警察封鎖區選得勝後集結理大警察封鎖
線外線外，，試圖硬闖入理大不成功試圖硬闖入理大不成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理工大學校園仍然混理工大學校園仍然混
亂亂，，危險品遍佈危險品遍佈。。

■泛暴派候任議員由朝到晚幫助黑衣魔滋擾警
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理大附近的唯港薈酒店理大附近的唯港薈酒店，，一班口罩人在門外秀擾警員婚宴一班口罩人在門外秀擾警員婚宴。。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尖沙咀百週年紀念公園對開通往紅尖沙咀百週年紀念公園對開通往紅
隧巴士站天橋有黑衣魔堵塞出入口隧巴士站天橋有黑衣魔堵塞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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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兒童染重病留守兒童染重病 師生街頭齊募捐師生街頭齊募捐

四川省鹽亭縣一名年僅四川省鹽亭縣一名年僅

1010歲的小學生被確診為淋巴歲的小學生被確診為淋巴

癌癌，，因家庭經濟困難因家庭經濟困難，，其所其所

在班級的老師在班級的老師、、同學同學1111月月2424

日紛紛走上街頭為他募捐日紛紛走上街頭為他募捐，，

籌集後續化療費用籌集後續化療費用。。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

摯友之間的手札往往更直接地表達了作家們
的思想和情感。在巴金誕辰115周年，為了紀念他
和他們同時人走過的歲月，由巴金故居、中國現
代文學館、上海文學發展基金會聯合主辦的“溫
暖的友情——巴金與友朋往來手札展”正式開
幕，同時，巴金銅像亦於巴金故居落成。這位文
學大師的“朋友圈”展示了一代人風華以及友情
的溫暖，更通過手札將中國文人交往的傳統生生
不息地實踐在筆端。

館中，一封封手札展示了這些良師益友之間
的無所不談、真誠溫暖：魯迅先生細細指導校樣
的修改方式：“巴金先生：校樣已看迄，其中改
動之處還不少，改正後請再給我看一看。”茅盾

先生表達久別的問候：“久不通信，但知近況佳
勝，精神煥發，甚佩甚慰。”老舍先生留下便
條：“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請您吃烤
鴨。”……此次展覽，展出了巴金與魯迅、郭沫
若、茅盾、老舍、曹禺、葉聖陶、冰心、沈從文
等四十餘位友人（及其家屬）的往來手札。

手札跨度近六十年
而從最早的1936年2月4日魯迅致巴金書信

起，展出手札時間跨度近六十年。手札涉及的內
容，既有創作編譯、人際交往、社會活動等方方
面面，又涉及大量的日常生活。封封手札展示眾
多文學大家們之間交往的細節，都是來自於作家

本人的一手史料，並且大部分屬於首次展出。
“巴金先生一生重視友情，愛護朋友，也得到朋
友們的愛戴。從他們之間不同時期的通信中，能
夠看出朋友之間肝膽相照相濡以沫的情誼，能夠
看到他們意氣風發的年月，一言一行總關情，在
冷漠的歲月裡，友情溫暖了人生，照亮了生命。
紙短情長，欣賞這一封封珍貴的書信，時常讓人
不禁熱淚盈眶感動至深，歲月流逝，它們又是歷
史的記錄，珍貴的文獻，讓我們窺見歷史的背
影。”策展人、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這樣
表示。“當巴金先生寫下那一封封信札時，他是
寫給遠方的朋友，但隔着長長短短的時間，我們
大家也都是收信的人，從那些擦亮心靈的信裡，

我們讀出了深情厚誼，讀出了風骨和信念。”中
國作協主席鐵凝在開幕式上如此說道。

而在展覽開幕同日，一座高2.23米，含笑背
手，踱步沉思的巴金銅像亦在巴金故居落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

巴金銅像慶誕辰 往來手札訴友情

天文專家介紹，年內最後一次水星
大距將於本月28日上演。屆時，如果天
氣晴好，中國各地感興趣的公眾憑藉肉
眼或借助雙筒望遠鏡在大距前後幾天早
晨，可以一睹平日裡難得一見的水星
“芳容”。

水星屬於地內行星，其公轉軌道在
地球公轉軌道以內。地內行星有個特
點，就是總喜歡和太陽“不離不棄”。
由於距離太陽太近，水星經常湮沒在太
陽的光輝中，每年只有數次短暫的可觀
測機會，從而成為金、木、水、火、土
五顆行星中最難看到的一顆。只有等到
水星和太陽的角距離達到最大即“大
距”時，公眾才最有希望目睹水星。

水星在太陽東邊稱東大距，在太
陽西邊稱西大距。東大距時，可以在
黃昏時分的西方地平線上方找到水
星；西大距時，水星則在黎明時的東
方低空出現。

中國天文學會會員、天津市天文學
會理事史志成介紹說，2019年，水星一
共有6次大距表演，28日是最後一次。
當天水星與太陽的角距離約為20度，亮
度約為-0.6等，加上水星赤緯高於太陽
的赤緯，因此，日出時水星的地平高度

較高，在北半球非常有利於觀測。
“大距期間，水星位於天秤座天區附近，沒

有與之亮度相近的恒星，比較容易辨認。我國各
地感興趣的公眾可在28日日出前30分鐘至50分
鐘時間裡，憑藉肉眼或借助雙筒望遠鏡目睹這顆
距離太陽最近的大行星。”史志成提醒說。

■新華社

今
年
最
後
一
次
水
星
大
距
28
日
上
演

◀四川省一名年僅10
歲小學生被確診為淋巴
癌，其所在班級的老
師、同學紛紛走上街頭
為他募捐。 網上圖片

■■巴金銅像於巴金故居落成巴金銅像於巴金故居落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攝

1111月月2424日日，，鹽亭縣雲溪小學五鹽亭縣雲溪小學五
年級七班班主任任凌娟告訴年級七班班主任任凌娟告訴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患病學生目前已在四川患病學生目前已在四川
省人民醫院接受了首次手術治療省人民醫院接受了首次手術治療，，
接下來將進入漫長的化療階段接下來將進入漫長的化療階段。。當當
天全班同學為其募集到天全班同學為其募集到22萬元萬元((人民人民
幣幣，，下同下同))捐款捐款，，籌款還在繼續籌款還在繼續。。

家境貧寒家境貧寒乖巧懂事乖巧懂事
據任凌娟介紹據任凌娟介紹，，患病學生名叫患病學生名叫

任天宇任天宇，，生於生於20092009年年。。任天宇剛出任天宇剛出
生不久爺爺就患病生不久爺爺就患病，，欠下了巨額債欠下了巨額債

務後離世務後離世。。隨後隨後，，父母離異父母離異，，父親父親
重組了家庭重組了家庭，，一直和其繼母在外打一直和其繼母在外打
工工。。奶奶在家照顧他和一個小妹妹奶奶在家照顧他和一個小妹妹
的生活的生活，，家庭經濟並不寬裕家庭經濟並不寬裕。。

任凌娟說任凌娟說，，任天宇的學習成績中任天宇的學習成績中
等等，，但乖巧但乖巧、、懂事懂事，，可能因為可能因為““窮人窮人
的孩子早當家的孩子早當家”，”，他的情商很高他的情商很高，，很很
會和同學相處會和同學相處，，並且主動協助老師做並且主動協助老師做
各種班務工作各種班務工作，，老師講台旁邊的準備老師講台旁邊的準備
桌每天都被他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桌每天都被他收拾得乾乾淨淨的。。現現
在在，，她每天一進教室她每天一進教室，，看到那張講桌看到那張講桌
總會想起他來總會想起他來，，心裡一陣陣難過心裡一陣陣難過。。

今年以來今年以來，，任天宇的身體越來越任天宇的身體越來越
虛弱虛弱，，經醫院一檢查經醫院一檢查，，身上發現了很身上發現了很
大的腫塊大的腫塊，，最後被確診為淋巴癌最後被確診為淋巴癌。。現現
在四川省人民醫院接受治療在四川省人民醫院接受治療，，前期手前期手
術已經完成術已經完成，，接下來就只能化療了接下來就只能化療了。。
但他家裡主要靠他父親打工掙錢但他家裡主要靠他父親打工掙錢，，很很
難支付其龐大的治療費用難支付其龐大的治療費用。。任凌娟想任凌娟想
在網上為他發起眾籌在網上為他發起眾籌，，只是醫院下一只是醫院下一
階段的治療方案還沒有出來階段的治療方案還沒有出來，，她不知她不知
道具體需要多少費用道具體需要多少費用。。據她所知據她所知，，任任
天宇雖然統一購買了學生保險天宇雖然統一購買了學生保險，，但一但一
年總共才繳幾十塊錢年總共才繳幾十塊錢，，對這種病可能對這種病可能

意義不大意義不大。。
1111月月2424日日，，很多任天宇的同學很多任天宇的同學

陸續走上鹽亭街頭為其募捐陸續走上鹽亭街頭為其募捐。。任凌娟任凌娟
對澎湃新聞說對澎湃新聞說，，班上班上5050多個同學多個同學、、任任
課教師差不多都來了課教師差不多都來了，，很多家長也一很多家長也一
起來參加了募捐活動起來參加了募捐活動，，街上的商家街上的商家、、
路過的學生路過的學生、、市民市民、、環衛工紛紛捐環衛工紛紛捐
款款。。其中其中，，一位三輪車師傅捐了一位三輪車師傅捐了100100
元元，，在這樣的小縣城裡在這樣的小縣城裡，，那可能是他那可能是他
一整天的收入一整天的收入。。她說她說，，當天總共募集當天總共募集
到到22萬多元萬多元。。可能離實際所需還有很可能離實際所需還有很
大差距大差距，，她們還在繼續想辦法她們還在繼續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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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漲薪5%-8.5%
中國17省份出工資指導線
各地要求着力提高一線職工薪酬 消除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

企業工資指導線制度是政府
對企業工資分配進行宏觀

調控的一種制度，由基準線、上
線（又稱預警線）和下線構成。
確定工資增長的幅度時，應圍繞
工資增長基準線，合理確定本企
業工資增長率。對於經濟效益增
長較快、工資支付能力較強的企
業，可在基準線和上線（預警
線）區間內安排企業工資增長。
如果企業因生產經營嚴重困難，經
濟效益明顯下降，在經過必要的民
主程序後可低於工資指導線下線增
長或負增長，但企業支付的在法定
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的職工
工資不得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北京基準線續居首
從17省份已公佈的2019年企

業工資指導線情況來看，除了寧夏
6.5%、吉林 6.0%、上海 5%至
6%、新疆5%，其餘13省份的基
準線都在7%以上。北京、江西、山西和遼寧4
省基準線均站上8%，其中，北京以8%至8.5%
的基準線居於首位。

遼寧青海上調基準線
除了貴州（2018年企業工資指導線不明

確），今年多地企業工資指導線的基準線、上
線和下線有所變動。基準線方面，與2018年相
比較，今年遼寧、青海對基準線進行了上調，
北京、山西、甘肅、天津、陝西、寧夏、上
海、新疆等8省份對基準線進行了下調，其餘省
份則未做調整。在上線方面，今年北京、江
西、上海都未設上線，遼寧、內蒙古對上線進
行了上調，山西、甘肅、寧夏、吉林和新疆5省
份對上線進行了下調。在下線方面，內蒙古今
年未設下線，雲南和寧夏將下線上調，北京、
陝西、上海、新疆等4省份則對下線進行了下
調。此外，山東省從今年起，不再發佈企業職
工貨幣工資增長上線和下線。

廣西擬下調基準線
除了上述17省份，廣西在今年9月也發佈

了《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關
於發佈2019年企業工資指導線的通知（徵求意
見稿）》，有望調整企業工資指導線。根據
《徵求意見稿》，2019年廣西擬以貨幣平均工
資增長率6%作為企業工資增長的基準線；以貨
幣平均工資增長率11%作為企業工資增長的上
線（預警線）；以貨幣平均工資增長率1%作為
企業工資增長的下線。2018年，廣西的基準
線、上線和下線分別為7%、11%、2%。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截至24日，已有北京、江西、山西等17

個省份公佈了 2019 年企業工資指導線。17個省份中，除了寧夏

6.5%、吉林6.0%、上海5%至6%、新疆5%，其餘13省份的

基準線都在7%以上。北京、江西、山西和遼寧4省份基

準線均站上8%，其中，北京以8%至8.5%的基準

線居於首位。此外，廣西已在9月公佈2019

年企業工資指導線徵求意見稿，有望

跟進調整。

2019年與2018年企業工資指導線對比
時間

地區

北京

江西

山西

遼寧

貴州

海南

青海

甘肅

天津

陝西

內蒙古

山東

雲南

寧夏

吉林

上海

新疆

資料來源：各地人社部門、公開數據 整理：中新網

2019年

基準線

8%-8.5%

8.0%

8.0%

8.0%

7.5%

7.1%

7.0%

7.0%

7.0%

7.0%

7.0%

7.0%

7.0%

6.5%

6.0%

5%-6%

5.0%

增長上線

——

——

12.0%

12.0%

12.0%

8.9%

12.0%

12.0%

12.0%

12.0%

11.0%

不再發佈

11.0%

12.0%

9.0%

——

8.0%

增長下線

3.5%

3.0%

4.0%

4.0%

3.0%

3.4%

3.0%

4.0%

3.0%

2.0%

——

不再發佈

3.0%

3.0%

3.0%

2%-3%

2.0%

2018年

基準線

8.5%

8.0%

8.5%

7.0%

——

7.1%

6.0%

8.0%

7.5%

7.5%

7.0%

7.0%

7.0%

7.0%

6.0%

8.0%

7.0%

增長上線

13.0%

——

12.5%

10.0%

——

8.9%

12.0%

14.0%

12.0%

12.0%

10.0%

11.0%

11.0%

13.0%

10.0%

——

10.0%

增長下線

4.0%

3.0%

4.0%

4.0%

——

3.4%

3.0%

4.0%

3.0%

3.0%

1.5%

3.0%

2.0%

2.5%

3.0%

3.0%

3.0%

工資指導線能強制要求企業漲工資嗎？
企業工資指導線是政府根據當年經濟企業工資指導線是政府根據當年經濟

發展調控目標發展調控目標，，向社會發佈的年度工資增向社會發佈的年度工資增
長水平的建議長水平的建議，，因此因此，，指導線不能強制要指導線不能強制要
求企業漲工資求企業漲工資。。但多地要求加強對企業執但多地要求加強對企業執
行情況的監督檢查行情況的監督檢查。。還需注意的是還需注意的是，，即便即便
企業給職工漲工資企業給職工漲工資，，不同企業所漲工資也不同企業所漲工資也
並非一樣多並非一樣多。。

工資指導線下
降=工資減少？

地方人社部門相關地方人社部門相關
負責人表示負責人表示，，企業工資指企業工資指
導線略有下調導線略有下調，，並非意味着並非意味着
工資進入負增長工資進入負增長，，只是工資漲只是工資漲
幅較以往有所下降幅較以往有所下降。。只要三條指只要三條指
導線導線———基準線—基準線、、下線下線、、上線都不上線都不
是負數是負數，，就意味着政府指導的職工就意味着政府指導的職工
工資增幅都是呈上漲趨勢的工資增幅都是呈上漲趨勢的。。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中新網中新網

工資指導線Q&A
多
省
市

﹁重
點
關
注
﹂一
線
職
工

北京
人社局

各類企業應當合理確定企業內部薪酬體
系，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着力提高生
產一線及技術工人崗位人員工資水平。

江西
人社廳

企業應努力提高一線職工特別是技術工
人、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使一線職工工資增長
不低於本企業平均工資的增長。

貴州
人社廳

在着力提高工資水平偏低的生產一線崗位職
工工資水平的同時，要妥善處理、合理確定企業
經營者與職工的工資分配關係及收入比例，職工
工資不增長的，企業經營者的工資不得增長。

寧夏
人社廳

上海
人社局

工資分配應向關鍵崗位、生產服務一線崗位
和緊缺急需崗位的人才傾斜，企業高管的工資增
長幅度應低於本企業職工工資的平均增長幅度。

企業應正確處理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
配的關係，在堅持按勞分配的前提下，在工資
分配時向關鍵崗位、生產服務一線崗位和急需
緊缺崗位人才傾斜。

■資料來源：中新網

■廣州一白領展示自己的

工資
單。

資料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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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兒童染重病留守兒童染重病 師生街頭齊募捐師生街頭齊募捐

四川省鹽亭縣一名年僅四川省鹽亭縣一名年僅

1010歲的小學生被確診為淋巴歲的小學生被確診為淋巴

癌癌，，因家庭經濟困難因家庭經濟困難，，其所其所

在班級的老師在班級的老師、、同學同學1111月月2424

日紛紛走上街頭為他募捐日紛紛走上街頭為他募捐，，

籌集後續化療費用籌集後續化療費用。。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

摯友之間的手札往往更直接地表達了作家們
的思想和情感。在巴金誕辰115周年，為了紀念他
和他們同時人走過的歲月，由巴金故居、中國現
代文學館、上海文學發展基金會聯合主辦的“溫
暖的友情——巴金與友朋往來手札展”正式開
幕，同時，巴金銅像亦於巴金故居落成。這位文
學大師的“朋友圈”展示了一代人風華以及友情
的溫暖，更通過手札將中國文人交往的傳統生生
不息地實踐在筆端。

館中，一封封手札展示了這些良師益友之間
的無所不談、真誠溫暖：魯迅先生細細指導校樣
的修改方式：“巴金先生：校樣已看迄，其中改
動之處還不少，改正後請再給我看一看。”茅盾

先生表達久別的問候：“久不通信，但知近況佳
勝，精神煥發，甚佩甚慰。”老舍先生留下便
條：“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請您吃烤
鴨。”……此次展覽，展出了巴金與魯迅、郭沫
若、茅盾、老舍、曹禺、葉聖陶、冰心、沈從文
等四十餘位友人（及其家屬）的往來手札。

手札跨度近六十年
而從最早的1936年2月4日魯迅致巴金書信

起，展出手札時間跨度近六十年。手札涉及的內
容，既有創作編譯、人際交往、社會活動等方方
面面，又涉及大量的日常生活。封封手札展示眾
多文學大家們之間交往的細節，都是來自於作家

本人的一手史料，並且大部分屬於首次展出。
“巴金先生一生重視友情，愛護朋友，也得到朋
友們的愛戴。從他們之間不同時期的通信中，能
夠看出朋友之間肝膽相照相濡以沫的情誼，能夠
看到他們意氣風發的年月，一言一行總關情，在
冷漠的歲月裡，友情溫暖了人生，照亮了生命。
紙短情長，欣賞這一封封珍貴的書信，時常讓人
不禁熱淚盈眶感動至深，歲月流逝，它們又是歷
史的記錄，珍貴的文獻，讓我們窺見歷史的背
影。”策展人、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這樣
表示。“當巴金先生寫下那一封封信札時，他是
寫給遠方的朋友，但隔着長長短短的時間，我們
大家也都是收信的人，從那些擦亮心靈的信裡，

我們讀出了深情厚誼，讀出了風骨和信念。”中
國作協主席鐵凝在開幕式上如此說道。

而在展覽開幕同日，一座高2.23米，含笑背
手，踱步沉思的巴金銅像亦在巴金故居落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

巴金銅像慶誕辰 往來手札訴友情

天文專家介紹，年內最後一次水星
大距將於本月28日上演。屆時，如果天
氣晴好，中國各地感興趣的公眾憑藉肉
眼或借助雙筒望遠鏡在大距前後幾天早
晨，可以一睹平日裡難得一見的水星
“芳容”。

水星屬於地內行星，其公轉軌道在
地球公轉軌道以內。地內行星有個特
點，就是總喜歡和太陽“不離不棄”。
由於距離太陽太近，水星經常湮沒在太
陽的光輝中，每年只有數次短暫的可觀
測機會，從而成為金、木、水、火、土
五顆行星中最難看到的一顆。只有等到
水星和太陽的角距離達到最大即“大
距”時，公眾才最有希望目睹水星。

水星在太陽東邊稱東大距，在太
陽西邊稱西大距。東大距時，可以在
黃昏時分的西方地平線上方找到水
星；西大距時，水星則在黎明時的東
方低空出現。

中國天文學會會員、天津市天文學
會理事史志成介紹說，2019年，水星一
共有6次大距表演，28日是最後一次。
當天水星與太陽的角距離約為20度，亮
度約為-0.6等，加上水星赤緯高於太陽
的赤緯，因此，日出時水星的地平高度

較高，在北半球非常有利於觀測。
“大距期間，水星位於天秤座天區附近，沒

有與之亮度相近的恒星，比較容易辨認。我國各
地感興趣的公眾可在28日日出前30分鐘至50分
鐘時間裡，憑藉肉眼或借助雙筒望遠鏡目睹這顆
距離太陽最近的大行星。”史志成提醒說。

■新華社

今
年
最
後
一
次
水
星
大
距
28
日
上
演

◀四川省一名年僅10
歲小學生被確診為淋巴
癌，其所在班級的老
師、同學紛紛走上街頭
為他募捐。 網上圖片

■■巴金銅像於巴金故居落成巴金銅像於巴金故居落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攝

1111月月2424日日，，鹽亭縣雲溪小學五鹽亭縣雲溪小學五
年級七班班主任任凌娟告訴年級七班班主任任凌娟告訴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患病學生目前已在四川患病學生目前已在四川
省人民醫院接受了首次手術治療省人民醫院接受了首次手術治療，，
接下來將進入漫長的化療階段接下來將進入漫長的化療階段。。當當
天全班同學為其募集到天全班同學為其募集到22萬元萬元((人民人民
幣幣，，下同下同))捐款捐款，，籌款還在繼續籌款還在繼續。。

家境貧寒家境貧寒乖巧懂事乖巧懂事
據任凌娟介紹據任凌娟介紹，，患病學生名叫患病學生名叫

任天宇任天宇，，生於生於20092009年年。。任天宇剛出任天宇剛出
生不久爺爺就患病生不久爺爺就患病，，欠下了巨額債欠下了巨額債

務後離世務後離世。。隨後隨後，，父母離異父母離異，，父親父親
重組了家庭重組了家庭，，一直和其繼母在外打一直和其繼母在外打
工工。。奶奶在家照顧他和一個小妹妹奶奶在家照顧他和一個小妹妹
的生活的生活，，家庭經濟並不寬裕家庭經濟並不寬裕。。

任凌娟說任凌娟說，，任天宇的學習成績中任天宇的學習成績中
等等，，但乖巧但乖巧、、懂事懂事，，可能因為可能因為““窮人窮人
的孩子早當家的孩子早當家”，”，他的情商很高他的情商很高，，很很
會和同學相處會和同學相處，，並且主動協助老師做並且主動協助老師做
各種班務工作各種班務工作，，老師講台旁邊的準備老師講台旁邊的準備
桌每天都被他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桌每天都被他收拾得乾乾淨淨的。。現現
在在，，她每天一進教室她每天一進教室，，看到那張講桌看到那張講桌
總會想起他來總會想起他來，，心裡一陣陣難過心裡一陣陣難過。。

今年以來今年以來，，任天宇的身體越來越任天宇的身體越來越
虛弱虛弱，，經醫院一檢查經醫院一檢查，，身上發現了很身上發現了很
大的腫塊大的腫塊，，最後被確診為淋巴癌最後被確診為淋巴癌。。現現
在四川省人民醫院接受治療在四川省人民醫院接受治療，，前期手前期手
術已經完成術已經完成，，接下來就只能化療了接下來就只能化療了。。
但他家裡主要靠他父親打工掙錢但他家裡主要靠他父親打工掙錢，，很很
難支付其龐大的治療費用難支付其龐大的治療費用。。任凌娟想任凌娟想
在網上為他發起眾籌在網上為他發起眾籌，，只是醫院下一只是醫院下一
階段的治療方案還沒有出來階段的治療方案還沒有出來，，她不知她不知
道具體需要多少費用道具體需要多少費用。。據她所知據她所知，，任任
天宇雖然統一購買了學生保險天宇雖然統一購買了學生保險，，但一但一
年總共才繳幾十塊錢年總共才繳幾十塊錢，，對這種病可能對這種病可能

意義不大意義不大。。
1111月月2424日日，，很多任天宇的同學很多任天宇的同學

陸續走上鹽亭街頭為其募捐陸續走上鹽亭街頭為其募捐。。任凌娟任凌娟
對澎湃新聞說對澎湃新聞說，，班上班上5050多個同學多個同學、、任任
課教師差不多都來了課教師差不多都來了，，很多家長也一很多家長也一
起來參加了募捐活動起來參加了募捐活動，，街上的商家街上的商家、、
路過的學生路過的學生、、市民市民、、環衛工紛紛捐環衛工紛紛捐
款款。。其中其中，，一位三輪車師傅捐了一位三輪車師傅捐了100100
元元，，在這樣的小縣城裡在這樣的小縣城裡，，那可能是他那可能是他
一整天的收入一整天的收入。。她說她說，，當天總共募集當天總共募集
到到22萬多元萬多元。。可能離實際所需還有很可能離實際所需還有很
大差距大差距，，她們還在繼續想辦法她們還在繼續想辦法。。

2019年11月26日（星期二）神州大地2 ■責任編輯：李岐山

留守兒童染重病留守兒童染重病 師生街頭齊募捐師生街頭齊募捐

四川省鹽亭縣一名年僅四川省鹽亭縣一名年僅

1010歲的小學生被確診為淋巴歲的小學生被確診為淋巴

癌癌，，因家庭經濟困難因家庭經濟困難，，其所其所

在班級的老師在班級的老師、、同學同學1111月月2424

日紛紛走上街頭為他募捐日紛紛走上街頭為他募捐，，

籌集後續化療費用籌集後續化療費用。。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

摯友之間的手札往往更直接地表達了作家們
的思想和情感。在巴金誕辰115周年，為了紀念他
和他們同時人走過的歲月，由巴金故居、中國現
代文學館、上海文學發展基金會聯合主辦的“溫
暖的友情——巴金與友朋往來手札展”正式開
幕，同時，巴金銅像亦於巴金故居落成。這位文
學大師的“朋友圈”展示了一代人風華以及友情
的溫暖，更通過手札將中國文人交往的傳統生生
不息地實踐在筆端。

館中，一封封手札展示了這些良師益友之間
的無所不談、真誠溫暖：魯迅先生細細指導校樣
的修改方式：“巴金先生：校樣已看迄，其中改
動之處還不少，改正後請再給我看一看。”茅盾

先生表達久別的問候：“久不通信，但知近況佳
勝，精神煥發，甚佩甚慰。”老舍先生留下便
條：“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請您吃烤
鴨。”……此次展覽，展出了巴金與魯迅、郭沫
若、茅盾、老舍、曹禺、葉聖陶、冰心、沈從文
等四十餘位友人（及其家屬）的往來手札。

手札跨度近六十年
而從最早的1936年2月4日魯迅致巴金書信

起，展出手札時間跨度近六十年。手札涉及的內
容，既有創作編譯、人際交往、社會活動等方方
面面，又涉及大量的日常生活。封封手札展示眾
多文學大家們之間交往的細節，都是來自於作家

本人的一手史料，並且大部分屬於首次展出。
“巴金先生一生重視友情，愛護朋友，也得到朋
友們的愛戴。從他們之間不同時期的通信中，能
夠看出朋友之間肝膽相照相濡以沫的情誼，能夠
看到他們意氣風發的年月，一言一行總關情，在
冷漠的歲月裡，友情溫暖了人生，照亮了生命。
紙短情長，欣賞這一封封珍貴的書信，時常讓人
不禁熱淚盈眶感動至深，歲月流逝，它們又是歷
史的記錄，珍貴的文獻，讓我們窺見歷史的背
影。”策展人、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這樣
表示。“當巴金先生寫下那一封封信札時，他是
寫給遠方的朋友，但隔着長長短短的時間，我們
大家也都是收信的人，從那些擦亮心靈的信裡，

我們讀出了深情厚誼，讀出了風骨和信念。”中
國作協主席鐵凝在開幕式上如此說道。

而在展覽開幕同日，一座高2.23米，含笑背
手，踱步沉思的巴金銅像亦在巴金故居落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

巴金銅像慶誕辰 往來手札訴友情

天文專家介紹，年內最後一次水星
大距將於本月28日上演。屆時，如果天
氣晴好，中國各地感興趣的公眾憑藉肉
眼或借助雙筒望遠鏡在大距前後幾天早
晨，可以一睹平日裡難得一見的水星
“芳容”。

水星屬於地內行星，其公轉軌道在
地球公轉軌道以內。地內行星有個特
點，就是總喜歡和太陽“不離不棄”。
由於距離太陽太近，水星經常湮沒在太
陽的光輝中，每年只有數次短暫的可觀
測機會，從而成為金、木、水、火、土
五顆行星中最難看到的一顆。只有等到
水星和太陽的角距離達到最大即“大
距”時，公眾才最有希望目睹水星。

水星在太陽東邊稱東大距，在太
陽西邊稱西大距。東大距時，可以在
黃昏時分的西方地平線上方找到水
星；西大距時，水星則在黎明時的東
方低空出現。

中國天文學會會員、天津市天文學
會理事史志成介紹說，2019年，水星一
共有6次大距表演，28日是最後一次。
當天水星與太陽的角距離約為20度，亮
度約為-0.6等，加上水星赤緯高於太陽
的赤緯，因此，日出時水星的地平高度

較高，在北半球非常有利於觀測。
“大距期間，水星位於天秤座天區附近，沒

有與之亮度相近的恒星，比較容易辨認。我國各
地感興趣的公眾可在28日日出前30分鐘至50分
鐘時間裡，憑藉肉眼或借助雙筒望遠鏡目睹這顆
距離太陽最近的大行星。”史志成提醒說。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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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一名年僅10
歲小學生被確診為淋巴
癌，其所在班級的老
師、同學紛紛走上街頭
為他募捐。 網上圖片

■■巴金銅像於巴金故居落成巴金銅像於巴金故居落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攝

1111月月2424日日，，鹽亭縣雲溪小學五鹽亭縣雲溪小學五
年級七班班主任任凌娟告訴年級七班班主任任凌娟告訴

澎湃新聞澎湃新聞，，患病學生目前已在四川患病學生目前已在四川
省人民醫院接受了首次手術治療省人民醫院接受了首次手術治療，，
接下來將進入漫長的化療階段接下來將進入漫長的化療階段。。當當
天全班同學為其募集到天全班同學為其募集到22萬元萬元((人民人民
幣幣，，下同下同))捐款捐款，，籌款還在繼續籌款還在繼續。。

家境貧寒家境貧寒乖巧懂事乖巧懂事
據任凌娟介紹據任凌娟介紹，，患病學生名叫患病學生名叫

任天宇任天宇，，生於生於20092009年年。。任天宇剛出任天宇剛出
生不久爺爺就患病生不久爺爺就患病，，欠下了巨額債欠下了巨額債

務後離世務後離世。。隨後隨後，，父母離異父母離異，，父親父親
重組了家庭重組了家庭，，一直和其繼母在外打一直和其繼母在外打
工工。。奶奶在家照顧他和一個小妹妹奶奶在家照顧他和一個小妹妹
的生活的生活，，家庭經濟並不寬裕家庭經濟並不寬裕。。

任凌娟說任凌娟說，，任天宇的學習成績中任天宇的學習成績中
等等，，但乖巧但乖巧、、懂事懂事，，可能因為可能因為““窮人窮人
的孩子早當家的孩子早當家”，”，他的情商很高他的情商很高，，很很
會和同學相處會和同學相處，，並且主動協助老師做並且主動協助老師做
各種班務工作各種班務工作，，老師講台旁邊的準備老師講台旁邊的準備
桌每天都被他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桌每天都被他收拾得乾乾淨淨的。。現現
在在，，她每天一進教室她每天一進教室，，看到那張講桌看到那張講桌
總會想起他來總會想起他來，，心裡一陣陣難過心裡一陣陣難過。。

今年以來今年以來，，任天宇的身體越來越任天宇的身體越來越
虛弱虛弱，，經醫院一檢查經醫院一檢查，，身上發現了很身上發現了很
大的腫塊大的腫塊，，最後被確診為淋巴癌最後被確診為淋巴癌。。現現
在四川省人民醫院接受治療在四川省人民醫院接受治療，，前期手前期手
術已經完成術已經完成，，接下來就只能化療了接下來就只能化療了。。
但他家裡主要靠他父親打工掙錢但他家裡主要靠他父親打工掙錢，，很很
難支付其龐大的治療費用難支付其龐大的治療費用。。任凌娟想任凌娟想
在網上為他發起眾籌在網上為他發起眾籌，，只是醫院下一只是醫院下一
階段的治療方案還沒有出來階段的治療方案還沒有出來，，她不知她不知
道具體需要多少費用道具體需要多少費用。。據她所知據她所知，，任任
天宇雖然統一購買了學生保險天宇雖然統一購買了學生保險，，但一但一
年總共才繳幾十塊錢年總共才繳幾十塊錢，，對這種病可能對這種病可能

意義不大意義不大。。
1111月月2424日日，，很多任天宇的同學很多任天宇的同學

陸續走上鹽亭街頭為其募捐陸續走上鹽亭街頭為其募捐。。任凌娟任凌娟
對澎湃新聞說對澎湃新聞說，，班上班上5050多個同學多個同學、、任任
課教師差不多都來了課教師差不多都來了，，很多家長也一很多家長也一
起來參加了募捐活動起來參加了募捐活動，，街上的商家街上的商家、、
路過的學生路過的學生、、市民市民、、環衛工紛紛捐環衛工紛紛捐
款款。。其中其中，，一位三輪車師傅捐了一位三輪車師傅捐了100100
元元，，在這樣的小縣城裡在這樣的小縣城裡，，那可能是他那可能是他
一整天的收入一整天的收入。。她說她說，，當天總共募集當天總共募集
到到22萬多元萬多元。。可能離實際所需還有很可能離實際所需還有很
大差距大差距，，她們還在繼續想辦法她們還在繼續想辦法。。

2019年11月26日（星期二）中國經濟3 ■責任編輯：李岐山

中國重汽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譚旭光在
2020年商務大會上表示，2019年中國重汽

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精幹主業，剝離輔
業，徹底做到“心無旁騖攻主業”。“房地產公
司將徹底從中國重汽業務範疇剝離，要把全部精
力聚焦在重型汽車的發展上。”與此同時，公司
進行研發系統改革，聘請國際知名公司，啟動正
向開發體系建設，加快人才引進和產品研發，無
人駕駛電動集卡實現批量商業化應用。

商用車五年銷售目標60萬輛
到11月份，中國重汽的訂單總量已經超過了

去年。譚旭光認為，山東重工與中國重汽完成重
組後，將為中國重汽配置更優質的資源，提高市
場競爭力。未來中國重汽將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和
正向開發能力，優化營銷網絡，打造深度融合的
命運共同體。到2025年，中國重汽全系列商用車
要實現60萬輛目標；其中，重卡國內銷售20萬
輛，中輕卡國內銷售20萬輛，輕型商用車銷售
20萬輛。

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弱於預期，IMF最新
發佈全球經濟預測報告，將全球經濟增速下調至
3.0%。特別是東南亞發展中國家、非洲、獨聯
體、拉丁美洲市場的下調幅度均高於全球平均水
平，而這些市場恰恰是中國重汽主要的出口市
場，海外營銷面臨巨大挑戰。

拓新市場 因地制宜改造產品
據中國重汽有關人員介紹，為進一步加大市

場開拓力度，在穩定傳統市場的同時，中國重汽
採取了加大長途物流車輛等細分市場的開發、加
快產品升級換代和推動重點市場本地化生產落
地、打造個性化產品等一系列措施，尋找新的增
長點。

比如，普通重卡的油箱一般是300升到800
升，但中東地區地廣人稀，加油站之間的距離很
遠，中國重汽特別開發出了裝配1,000升超大油
箱的車型專供中東市場，受到當地用戶的高度稱
讚。而為適應香港右行制交通規則，中國重汽專
門組織了技術團隊對車輛進行精確改造，以確保

進入香港的車輛安全高效運行。

首10月出口收入同比增逾19%
今年1月至10月份，中國重汽共出口重卡

32,685輛，同比增長9.24%；實現出口收入95.3
億元，同比增長19.82%，各項指標再創新高。預
計全年可實現出口重卡4萬輛，同比增長10%。

目前，“一帶一路”倡議所涉及的國家和地
區，超過一半已有中國重汽設立的銷售服務網
絡。2019年，中亞及俄羅斯市場前九個月實現銷
售3,789輛，同比增長37.5%。烏茲別克斯坦市
場已實現銷售1,946輛，佔中國重卡出口烏茲別
克斯坦80%以上。

據悉，中國重汽已在全球設立了74個海外代
表處和辦事機構，在全球116個國家和地區實現
了銷售，逐步建立了18個境外KD生產工廠，形
成了基本覆蓋非洲、中東、中南美、中亞及俄羅
斯和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新興經濟體，以
及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和香港、台灣等地區
部分成熟市場的國際市場營銷網絡體系。

中國重汽重卡出口“15連冠”
行銷百餘國家地區 整車出口累計逾35萬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 MSCI年內最大一次擴容將於26日
盤後生效，不過或因提前消化利好，25日
A股整體上並未得到明顯提振。滬深大盤
走勢分化，滬綜指雖收漲0.72%重上2,900
點，但深成指、創業板指均低收，創業板
指跌超1%。

根據MSCI的計劃，A股大盤股納入
比例將由15%提升至20%，中盤股也將以
20%的比例首次納入。這是MSCI繼今年
5月份、8月份順利完成兩次提升A股權重
後，年內第三次提升A股權重，也是年內
提升幅度最大的一次。機構預計，本次擴
容將為A股帶來約430億元（人民幣，下
同）的被動增量資金，顯著高於此前。

管理規模超過6萬億美元的貝萊德，
是MSCI最大的客戶。《中國證券報》引
述貝萊德安碩亞太投資策略主管Thomas
Taw的最新報告稱，儘管MSCI將A股的
納入因子從5%提升至20%，不過MSCI
納A才剛剛開始。

蘇寧金融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何南野表
示，從前幾次北上資金投資對象看，海外
資金比較偏向盈利穩定、現金流充沛的龍
頭公司。與此同時，臨近年末，資本市場
投資風格和歷年一樣，發生趨勢性轉變，
銀行、地產、基建等股票成為機構配置的
重點。因此兩者結合來看，本次提升A股
權重，外資將重點佈局計算機通信、大消
費、醫療健康、金融地產、基建等股票，
這些板塊將首先獲益。

25日早盤A股走勢較弱，深成指、創
業板指一度急跌，後者20分鐘後就下挫超
1.6%，盤中止跌回穩後又二次下探，午後
呈窄幅震盪。不過滬市相對堅挺，並收回
重要整數關口。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2,906.17點，漲20.88點，或0.72%，深成
指報9,626.36點，跌0.54點，或0.01%。
兩市共成交4,200.53億元，其中滬市錄得
1,742.35億元，深市錄得2,458.18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中國重汽

連續15年位居內地重卡行業出口首位，並

且近5年來始終佔據內地重卡出口半壁江

山。記者從中國重汽集團獲悉，從15年前

進入國際市場，中國重汽在全球一百多個

國家和地區實現了中重卡銷售，累計出口

整車超過35萬輛。

■大會展示現場，無人駕駛礦車、無人駕駛客車等多款智能網聯汽車產品紛紛亮相，達到國六
排放標準的第二代智能駕駛平台重卡亦首次登場。 記者 殷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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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指滬指 2525 日收報日收報 22,,906906 點點，，漲漲
00..7272%%。。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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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中央社）高雄地檢署偵辦販賣逾期奶精
及味精虛偽標記商品案，今天偵結起訴，負責
人柯隆興犯後態度惡劣，建請法院從重量刑；
柯姓生管主任、侯姓廠務人員犯後態度良好，
建請從輕量刑。

全案源於高雄地檢署去年底接獲高雄市衛
生局通報，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轉
有不肖業者涉嫌將過期奶精與有效期內奶精混
合重新包裝再對外販售，指派打擊民生犯罪專
組主任檢察官朱婉綺和檢察官吳韶芹指揮高雄
市調查處成立專案小組追查。

高雄地檢署起訴書指出，被告柯男、柯姓
生管主任與侯姓廠務人員於民國106年間知悉
公司庫存的 「榮達奶精」 將於106年7月27日
到期，由柯男指示柯姓生管主任，再轉指示侯
姓廠務人員於106年5、6月間的逾有效期限
前，先將奶精製成 「荷蘭奶精25公斤裝」 、
「玫瑰花牌奶精25公斤裝」 等。

起訴書指出，被告再於 「榮達奶精」 逾有
效期限後，進一步攪料或分裝成25公斤裝及1
公斤裝的 「AAA奶精」 、 「荷蘭奶精」 及 「玫
瑰花牌奶精」 後，販賣與不知情的KTV、早餐

店、餐廳、飲料店等商家，共約詐得新台幣
25萬元。

檢察官另追查發現，柯姓生產主管因自越
南進口的 「MIWON美蘭味素25公斤裝」 庫
存量過多，於107年5、6月間將3250公斤味
素分裝成每包1公斤共3250包，再裝入原產
地為台灣的 「味春高純度味精」 外包裝後，對
外販售這批虛偽標記原產地為台灣的味精。

起訴書表示，柯男、柯姓生管主任、侯姓
廠務人員涉犯刑法共犯詐欺取財罪嫌，柯姓生
管主任另涉犯刑法販賣虛偽標記商品罪嫌，均
提起公訴。

起訴書指出，檢察官認為柯男對外販售逾
期奶精製品，增加消費者罹患急性腸胃炎風險
，罔顧消費者權益及獲取不法所得，且經查獲
後甚至出具聲明書予下游廠商，聲稱逾期奶精
未流入市面，是遭有心人士刻意將事件渲染擴
大等，犯後態度惡劣，建請法院從重量刑；柯
姓生管主任、侯姓廠務人員接獲柯隆興指示聽
令行事，於第一時間坦承犯行，犯後態度良好
，建請從輕量刑。

涉賣逾期奶精犯後態度惡劣 負責人遭請從重量刑

（中央社）中國龍興1399號抽砂船連續
越界馬祖盜採海砂7萬多噸案，福建連江地方
檢察署偵查終結，起訴庄姓船長等7人，具體
求刑有期徒刑6個月到1年2個月，並向法院
聲請宣告沒收船舶。

連江地檢署今天上午發布新聞稿表示，7
人依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未經許可入境及中華
民國刑結夥竊盜等移送福建連江地方法院審理
。

連江地檢署表示，庄姓船長10月20日駕
駛龍興1399號進入連江縣莒光鄉外海的公告
限制海域，結夥竊取海砂約2000噸，同日清

晨6時許遭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10
海巡隊當場查獲。

連江地檢署說，越界盜採海砂嚴重破壞海
洋環境生態，使海岸線面積退縮，影響航道安
全，分別向法院具體求刑被告庄姓船長有期徒
刑1年2個月、庄姓船員有期徒刑1年、高姓
輪機長有期徒刑7個月，其餘被告（大副、水
手及廚工）都有期徒刑6個月。

連江地檢署表示，依船長筆記，庄姓船長
等7人今年10月間短短10餘日已在被查獲附
近海域盜採海砂達7萬5500噸，將向法院聲
請宣告沒收抽砂船。

陸船連續越界馬祖盜採海砂 起訴7人聲請沒收船舶
（中央社）台中市男子李政達疑似與張姓珠

寶商有交易糾紛，昨天與同夥約出張男後持刀刺
死，警方逮捕李男等4人，檢方今天複訊後依殺
人罪嫌向法院聲請羈押。

台中地檢署今天表示，張姓死者昨天經會同
法醫相驗遺體，發現死者頭、頸部有多處刀械穿
刺傷，疑因失血過多致死，將擇日解剖以釐清死
因。李姓男子等4人因涉殺人罪嫌重大、有逃亡
串證之虞，複訊後已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

檢警調查，25歲男子李政達疑似與48歲張
姓珠寶商有嫌隙，雙方因買賣天珠有帳目糾紛等
問題，李政達以新台幣5萬元代價，找來李姓、
洪姓與蔡姓男子共謀殺人計畫，昨天先由洪男向
租賃業者租車，將車輛交給李政達後離開，由李
政達以交易天珠為由約出張男。

張男昨天上午11時到北屯區崇德路三段一處
茶館後停車場赴約，由李政達開車載李男、蔡男
到場後，3人隨即持刀攻擊、毆打張男，並將張
男拖上車載走，有民眾目擊向警方報案。

警方獲報組成專案小組偵辦，循線追捕李政
達駕駛的車輛，雙方追逐到霧峰區山區的產業道
路，李政達開車自撞後，3人棄車逃跑，都被警
方當場逮捕，並將在車內奄奄一息的張男送醫，
但張男急救後仍傷重不治。

警方在車內查扣張男攜帶交易的天珠一批，
另發現李政達事先準備的鏟子、童軍繩、手套、
電擊棒等物，並循線逮捕共謀的洪姓男子，全案
依殺人罪嫌偵辦，至於是否有涉及強盜罪，檢方
正釐清中。

疑交易糾紛珠寶商遭刺死 中檢聲押4人

（中央社）自稱中國間諜的男子
王立強日前指控香港中國創新投資公
司主席向心吸納他做間諜。調查局24
日在桃園機場攔下欲出境的向心、龔
青夫婦。台北地檢署今天凌晨諭令2

人限制出境出海。
王立強向外媒指出，總部位在香

港德輔道西的中國創新投資是在中國
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之下成立，為的
是 「滲透香港的金融市場並蒐集軍事

情報」 。
他並稱，中國創新投資在台灣媒

體業投下經費，與電視台建立秘密的
聯盟，讓中國可以控制這些媒體，遂
行新聞檢查。

調查局及國安局針對外媒報導，
分頭進行查證，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
處幹員24日在桃園機場攔下欲出境的
向心及龔青，帶回訊問，昨天晚間依
違反國家安全法移送北檢。

北檢特別安排位於信義路一段、
前特偵組所在地的第五辦公室偵訊，
檢察官訊問後，今天凌晨2時許諭令
2人限制出境、出海。

向心夫婦涉國安法北檢限制出境出海

國民黨不分區葉毓蘭國民黨不分區葉毓蘭 接受電台專訪接受電台專訪
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參選人葉毓蘭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參選人葉毓蘭（（右右））2626日接受廣播節目專訪日接受廣播節目專訪，，對香港議題提出看法對香港議題提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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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本报记者探访中国唯一的开发扶贫试验区毕节——

从“去不得”到“了不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邱海峰邱海峰

中国哪里最穷？“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曾是其中之一。
贵州哪里最穷？毕节，这个许多人眼里的“贫中之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挂了号。
毕节哪里最穷？“纳威赫”——当地俗语中的纳雍、威宁、赫章3个县，穷到“去不得”。
脱贫攻坚，就要攻最难的那一个！
莽莽群山见证，在毕节、在“去不得”的“纳威赫”，让人感叹“了不得”的脱贫新故事正一个接一个。

纳雍县化作乡枪杆岩红色旅游景区纳雍县化作乡枪杆岩红色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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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要是时间长了没
吃土豆，还有点馋那个味道呢！”

“去不得”的纳威赫，怎么去？
秋末的贵州乌蒙山区，烟雨蒙蒙。车子沿着

新修的柏油路绕过一重又一重山，穿越林海、隧
道，来到毕节市纳雍县寨乐镇英底村。

“现在有福啰，有高速路、有省道，从县里到这
没2个小时。以前出趟门，车子要开一整天，遇上
山体滑坡，一个星期困在路上是常有的事。”73岁
的英底村村民李华秀说。

英底村是远近闻名的深度贫困村，布依族、彝
族、苗族、汉族共居，全村600多户分布在陡坡底、
沟壑间，日子没个盼头。

之所以“去不得”，首先是路难行。
李华秀告诉记者一句当地流传的俗语：“去时

天不亮，来时月亮上。”
村里人长期靠烧柴、烧煤做饭取暖。背煤

是个辛苦活，但家家躲不掉。太阳还没露头就
得出发，背上背篼走几十里山路，爬坡过坎去运
煤。路上饿了怎么办？随身带着烤土豆，啃两
口接着走。渴了，就喝山里的溪水。每次把煤
背回家，身上又是泥又是土，抬头再看看天，已
是月挂枝头。

“去不得”，还因为房子太差，没法子住。
“老房子？还是别看了吧！真嘞不能看，太老

火（当地方言，意即寒酸）。”村民蒙中富再三推拒。
究竟是什么样的房子？记者顺着坡往上走，

拐几个弯，眼前是一座布满裂纹的小屋。房子不
高，刚过 2 米，两扇木板拼成了门，窗户不足半平
方米，四周紧围着树木和藤蔓。走近了看，原来是
用黄土、石头、砖块简单“拼接”成的，墙上大洞挨
小洞，宽窄不一的裂缝在中间游走。推开门，一股
霉湿气袭来。

“我说不能看吧？大中午嘞房子里都没阳光，
但那时候有得住就不错了！”蒙中富说。

“去不得”，不仅是行不得、住不得，还有吃不
得。

一天两顿饭，土豆当家，主食是土豆，菜也是土
豆。老蒙烦透了土豆，又感谢土豆。“年头不好，连
土豆都不够吃。”

关于吃，当地也有句俗语：“高山老箐，洋芋当
顿。想口米汤喝，除非痛大病”。英底村地处喀斯
特地貌区，土地零散贫瘠，以前只能种些土豆和苞
谷，村民基本吃不上大米。只有生病时，家里才会
弄点米汤给补身子，算是特殊待遇。

“唉，想到以前嘞生活，眼泪都要流下来。”老
蒙声音发涩。

好在，这“去不得”的一切明显改变。
路修了，“纳威赫”多数村寨通了柏油路、水泥

路，坡上坡下也有了硬化的连户路，下雨天再不是
“出门两脚泥”。

敞亮厚实的砖瓦房盖了起来。“做了一辈子
饭，总算不用背煤烧煤啰。”李华秀对记者说，“新
房通电、通水，烧饭省太多事，以前想也不敢想！”

现在的老蒙，“想吃肉就吃肉，想吃白米饭就
吃白米饭，生病不生病都能吃”。一些村民告诉记
者，早年顿顿吃土豆，吃得要吐，“这几年，要是时
间长了没吃土豆，还有点馋那个味道呢！”

“没人愿意穷。动脑筋、
努力干，把穷气甩得远远嘞！”

“去不得”的好福气是怎么来的？
“没人愿意穷。以前实在找不到出路。外人

不知道我们这的情况，土地薄啊！都一小片一小
片嘞，两三平方米的地块算好地了。好不容易在
山上分到几块坡耕地，费劲种点土豆苞谷，产量低，
自己填填肚子，根本卖不出几个钱。想搞点产业，
一没技术二没钱，眼巴巴靠天吃饭。”蒙中富说。

2016年，得益于纳雍县推出的优化扶贫产业
机制，老蒙平生第一回搞起了养殖。没钱买仔
猪？政府补助加银行“特惠贷”，老蒙当年拿到 5
万元启动资金。不懂怎么养？县里专门到村上组
织技能培训，驻村农技员手把手教他养殖技术。
老蒙记得，刚干养殖时，他和老伴差不多一天 24
小时守在圈舍边上。

效果怎样呢？老蒙带记者来到猪圈前，指着
几头肥猪：“看它们被我养得多肥壮！你要是早来
一个月，圈里猪更多。前阵子刚卖了9头猪，赚了
不少票子。”

“还有其他收入来源吗？”
“有哦！家里适合种植的几亩地都改种辣椒

了。没想到这小辣椒比土豆能卖钱，每亩能赚几
千块。这拨辣椒收了，我还想再租几亩地多种点
辣椒。”

“销路好不好？”
“这个不用想啰，每年都有收购商到村口，价格

也不赖。”
老蒙去年纯收入有 3 万多块，是几年前的好

几倍，今年养猪赚钱多，收入估计比去年还高。“一
年三四万，在先前就是做梦。”

有了政策、修了公路、来了资金、还有人上门
服务，今天的英底村，养猪、养牛、养鸡、种辣椒、种
板栗、种李子……各项产业扶贫红红火火。

2017年，英底村实现脱贫，告别了千百年来的
绝对贫困。

扶贫特岗人员陈易玲的工作台账里，一连串
数字记下英底村的脱贫足迹——

全村 2019 年种植辣椒 400 亩，亩产值达到
5000元；退耕还林的坡耕地主要种植板栗和李子
树，其中板栗400亩，布朗李1500亩。

每逢大晴天，李华秀习惯和几个老姐妹到村
口晒太阳补钙，条件好了，更惜命了。

“以前呀，都讲命不好，生在这么个鬼穷的地
方，吃顿肉都难，一辈子就这样了。现在村里人老
嘞小嘞，个个开心着呢！国家政策这么好，一定要
动脑筋、努力干，把穷气甩得远远嘞！”李华秀说。

“日子过成这么安逸，只想
在新环境把工作干好，哪还愿
意再回去住哦！”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贵州，山多地少、人地矛
盾突出。如果“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脱贫路
该怎么走？

跳出深山找路子，毕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易
地扶贫搬迁开启。

今年 5 月，张学科进了城。从纳雍县骔岭镇
半边街村，搬进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珙桐街
道白水河社区。

张学科告诉记者：“其实刚听说要搬来时，还
是有顾虑嘞。我一个农民到了城里，田无一块、地
无一丘，想吃泥土都没有，更别说吃饭啰，就怕搬
过来生活不下去。”

“有得住、没生计”，的确不可长久。
怎么打消搬迁群众的疑虑？纳雍县珙桐街道

党工委书记高云介绍，县里为搬迁群众就业创业
难题“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包括采取公益岗位、扶
贫车间、自主创业及劳务输出等方式，目前有劳动
力的 8250 户 21398 名搬迁群众中，15516 人有了

“饭碗”，实现1户1人以上就业。
张学科当上社区的讲评员。他每天都挨家挨

户跑跑，宣传国家政策、协调家庭矛盾、督促爱护
环境、宣讲好人好事。

“我这个讲评员，相当于过去村寨里的‘寨老’
呢。前两天，有家长打小娃，后来小娃离家出走，
就是我和社区单元长一起帮着找回嘞。”张学科
说。

最近，张学科工作重点是社区卫生，他琢磨了
几天，编了个顺口溜：“农村搬到城里头，烟头垃圾
别乱丢，把它扔进垃圾桶，珙桐新区亮赳赳。”

张学科说：“原来村里哪有什么垃圾桶。进了
城，大家就要养成垃圾进桶的习惯。我这顺口溜，
好多人记住嘞。”在他看来，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
住进新楼房，还要有活干、改习惯。

关于今后的打算，记者问：“有没有想过回原
来的地方去？”张学科直摇头：“我这个讲评员公益
岗干得带劲，每个月有工资。两个儿子出去打工
赚钱了，儿媳妇在社区的学校食堂做饭，一大家子

收入比住在农村强多啰。日子过成这么安逸，只
想在新环境把工作干好，抓好小娃的教育，哪还愿
意再回去住哦！”

“生态好了，穷根也跟着被斩断
啰！”

“去不得”的“纳威赫”，还在吸引更多人“来做客”。
在纳雍县厍东关彝族白族苗族乡陶营村，

村委会副主任杨有松一听记者要了解脱贫情
况，就说先上山转转。可快入冬了，山里能看到
啥？直到登上海拔 1000 多米的观景台，记者才
明白：放眼望去，山坡上，3 万多亩樱桃林纵横密
布，35 公里采摘步道蜿蜒其间，还真把记者震住
了。

“这樱桃林是宝贝，不仅帮村里脱了贫，还把
人气都招来了。如果2月份过来，漫山遍野，一大
片的花海，会更美！”杨有松介绍。

水土流失严重、到处裸石山地的纳雍县，为啥
想起种樱桃？

“当时我们就认定一条：不管种什么，一定要有
利于水土保持，不能‘越垦越穷’，让生态这么坏下
去。不然，别说脱贫，可能都没法生活嘞。”杨有松
说。后来的探索中，他们发现玛瑙红樱桃适应性
强，水土保持能力好，就开始鼓励村民改种樱桃。

可挑战又来了，村民们不愿意放弃种苞谷：
“这大山上，苞谷都种不好，还种啥子樱桃！”

陶营村免费发放了樱桃苗和肥料，所有村干
部都动起来，挨家上门动员，一次不行去两次，两
次不行干脆就“驻扎”。一家、十家、百家……参与
的村民越来越多，效益也越来越好，现在全村家家
户户、旮旮旯旯都种上了樱桃。

8年前开始种玛瑙红樱桃的赵高贵是尝到甜
头的：“以前的荒山荒坡只能种苞谷来喂肚皮，改
种玛瑙红樱桃后，收入涨得快，村里有了沥青路，
下雨天，地上水都是清的，舒心嘞！”

看到樱桃收成好，附近村庄也坐不住了，目前
整个厍东关乡10个村有9个都种了樱桃。

“厍东关乡长期水土流失的状况得到了根本
遏制，林草植被得到有效恢复，森林覆盖率大幅提
高到 76.3%。”乡文化站工作人员杨洁在樱桃树下
对记者说，“生态好了，穷根也跟着被斩断啰！”去
年，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11372元，是30年前的60
倍以上，累计减贫 1778 户 5699 人，贫困发生率下
降至9.61%。

“我们集中打造了总溪河樱桃产业农旅结合
先导区，春天樱桃花开，河畔鸟语莺歌，冬不冷夏
不热嘞，游客都爱往这跑。”杨洁说。

2月赏花，4月采摘，6月漂流，9月山地观光……
今年以来，厍东关乡已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旅
游收入突破5000万元。景区建成后，樱桃价格平
均每斤也涨了 3 至 5 元，日均销售樱桃 240 吨以
上。在乡村旅游撬动下，全乡樱桃种植实现年产值
1.46亿元，带动人均增收5960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厍东关乡的人们
信了这个理。临别时，杨洁向记者发出邀请：“明
年樱桃花盛开的季节，一定来看看哇！”

“毕节开发扶贫30多年，贫困发生率从56%降
到 5.45%，森林覆盖率从 14.9%提升到 54.19%，城
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795元、376
元增至29888元、9345元。今年，全市将再减少贫
困人口37.4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86%以
下，实现 418 个村出列。”毕节市有关负责人显得
蛮有信心，“到明年底，毕节肯定能全部脱贫！”

“纳威赫”，不再去不得了。新时代的“纳威赫”
乃至整个毕节，能去得，了不得，有看头，更有奔头！

（本版图片均由陈炯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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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ingyuanzj.com      中国·璟原艺术     JINGYUAN ARTWORK

中国浙江璟原艺术是一家专业从事中国字画投资与收藏的艺术品公

司，总部位于人文底蕴深厚、艺术氛围浓郁的浙江省杭州市。分公司设于
香港。璟原艺术一直坚守“诚信为本”的职业态度，以强大的资本作为经

济后盾，并拥有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博物馆的资深专家组成的鉴定团队。
风云百年，世事沧桑。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许多当年的风云人物移居

海外，他们的翰墨手泽及其收藏亦遗珠异域，湮没不彰。为了找寻历代先
贤们的墨宝佳构予以完璧故土。2008 年以来，我公司积极开拓海外业务，
长期在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以及台湾等国家和
地区举办“中国字画鉴定收购会”活动。在各个国家与地区均设有办事机
构和联络人。迄今为止我公司已在全世界各地成功举办此类征购活动百余
次，收购古、近代书画 8000 余件。璟原艺术诚信为本的作风更是赢得了

世界各地华人藏家的认可与好评！
 2019 年 12 月 4 日至 14 日，璟原艺术将第二十六次赴加拿大与美国，

共五站：多伦多、纽约、休斯顿、旧金山、洛杉矶。12 月 9 日在休斯顿，
开展中国字画的免费鉴定和收购活动。依旧由公司副总经理周佳先生以及
书画部门主管陈立界先生带队。为确保藏家放心，我公司一律实行当场交
易。敬请各位侨胞和藏家带上藏品莅临现场 ! 我们即可以给您提供关于您
的藏品方面最专业的意见，又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满意、公道的价钱！恭候
您的到来！

* 张大千 / 于右任 

* 乾隆帝书法

* 董其昌 / 陈继儒 

近现代名家字画（晚清至民国）  
任伯年，吴昌硕，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

李可染，黄宾虹，傅抱石，于右任，溥儒，

黄君璧，陆俨少，潘天寿，吴湖帆，于非厂，

冯超然，丰子恺，谢稚柳，陈佩秋，程十髪，

高剑父，高奇峰，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

林风眠，关良，赖少其，杨善深，孙文，黄兴，

徐世昌，袁克文，黄炎培，柳亚子，沈曾

植，弘一，章太炎，严复，胡适，郁达夫，

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郑孝胥，沈从文，

张伯驹，马一浮，启功，赵朴初，沈尹默，

郭沫若，林散之，李苦禅，王雪涛，陈其宽、

王己千，黄胄，钱松岩，吴冠中等……

 收购范围 

古代名家字画（唐宋元明清）  
赵孟頫，钱选，吴镇，倪瓒，沈周，周臣，

唐寅，文徵明，文嘉，文伯仁，仇英，徐渭，

祝允明，王宠，陆治，陈淳，钱穀，董其

昌，陈继儒，丁云鹏，吴彬，陈洪绶，蓝瑛，

黄道周，王铎，傅山，张瑞图，倪元璐，

八大山人，王时敏，王鑒，王翬，王原祁，

吴历，恽寿平，杨晋，金农，郑板桥，康

熙帝，雍正帝，乾隆帝，董 诰，董邦达，

蒋廷锡，邹一桂，钱维城，张宗蒼，石涛，

邓石如，王文治，伊秉绶，刘墉，何绍基，

赵之谦，陈鸿寿，李鸿章，曾国藩，左宗

棠，林则徐，翁同龢，陆润庠等……

作品形式：立轴，手卷，册页，镜框，镜片，画心，成扇，扇片等等皆可。

您的中国字画打算出售吗 我们买? !
中国  璟原艺术  中 国 字 画 收 购 会  
全球范围高价收购中国古 / 近代字画 2019 年12 月9 日   休斯顿璟 原 艺 术

海
外
遗
珍
，
完
璧
故
土
，

是
我
们
的
宏
愿
！

翰
墨
千
秋
，
手
泽
流
芳
，

是
我
们
的
梦
想
！

（包括但不限于）

诚 信 为 本   当 场 交 易  
敬请各位带上您的藏品莅临活动现场

地點：JW Marriott Houston by the
Galleria
5150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
Meeting Room:Dallas

時間：2019 年 12 月 9 日 ( 周一） 

          9:30AM~3:30PM 

聯絡人：王玥小姐    

郵箱：us6267736336@gmail.com
電話：1-626-773-6336

如您或您的亲友在香港与台湾有大量藏品不便处理，请与我公司联络，
我公司可安排专家前往香港与台湾提供上门收购业务。

（綜合報導）為了鼓勵華裔青少年養成關
心美國政治，積極參與的良好習慣，休斯敦華
裔聯盟今年繼續舉辦“HCA立法論文大賽”。
比賽分為高中組和小初組進行，獲獎文章將被
刊登在HCA官方網站，所有參賽學生用於研究
和寫作的時間都可以算做義工時間。參賽者資
格要求：大休斯敦地區K至12年級華裔學生。

**高中組 （9年級至12年級學生）
論文題目：

德 州 議 案 HCR88 （https://legiscan.com/
TX/bill/HCR88/2019）“敦促美國國會通過更嚴
厲的槍支法律，包括禁止銷售攻擊性武器。”
請參賽學生假設自己是德州的議員，通過研究
決定支持還是反對該議案，並寫一篇文章來闡
述為什麼作出這樣的決定。

字數要求：500-800字 （論文長度不包括
論文題目和參考目錄）

獎勵辦法：正反雙方最佳論文均給予現金
獎勵，一等獎 $300，二等獎 $200，和三等獎
$100。
**小初組（Kindergarten 至8年級學生）
論文題目：

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初選候選人

Andrew Yang 在Twitter上發表：“SAT是第二
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產物，當時以此來決定誰可
以不去前線參戰。現在年年有戰事。我們應該
減輕對標準化考試的重視，而更加整體化地評
估 學 生 。 ” （https://mobile.twitter.com/an-
drewyang/status/1181967264167448582?
lang=en）請問你是否同意他的觀點？請做充分
的研究並據此闡述你的觀點。

字數要求: 少於500 字（論文長度不包括論
文題目和參考目錄）

獎勵辦法：正反雙方最佳的3篇論文均給
予$20現金獎勵。

**比賽截稿日期：2020年1月10日（HCA
將於2020年2月公佈比賽結果）

請將參賽文章和報名表一起發電郵至:
hcatx2014@gmail.com
請訪問 HCA 網站下載報名表（https://hcaus.
org/2019-hca-legislative-essay-contest/）
**論文格式具體要求：
§ 徵文語言:英語
§ 文件類型：參賽文章應該以.doc或.docx文件
的形式提交
§ 字體：請使用Times New Roman字體，12

磅字體大小
§ 間距：雙倍間隔
§ 參考文獻：參賽論文
必須包括至少3份所查詢
參考文獻的標題。參考文
獻可以來自印刷品或在線
資源
§ 樣式指南：可使用
MLA，芝加哥或 APA 樣
式手冊選用引用格式
§ 請做：請確保填寫參
賽報名表，並由參賽學生
及合法監護人在報名表上
簽字，與論文一起提交
§ 不要：不要在論文中
輸入參賽學生的名字，或
以任何其他方式在論文中
傳達或暗示個人身份，以確保所有論文都將被
匿名評比
§ 有關徵文比賽的任何問題請發電郵至：
hcatx2014@gmail.com
**論文評判標準：寫作技巧和語法（30％），
論據（35％），和議案研究與支持數據（35％

）
**閱讀材料：在德州議案如何變成法律（https:
//house.texas.gov/about-us/bill/）
衷心感謝贊助2019年“HCA立法論文大賽”的
商家：AIG Financial Network Lucy Zhao 和
SpiderSmart Bellaire & Memorial Center。

休斯敦華裔聯盟第二屆”HCA立法論文大賽”開始報名

在這個豐收的季節，休斯敦
黃河合唱團的年度音樂會即將到
來。目前，合唱團的六十位團員
在指揮莊莉莉的帶領下正在努力
的排練，要把最好的歌聲獻給聽
眾朋友，並對聽眾朋友多年來對
於合唱團的支持和幫助表示衷心
的感謝。

此次音樂會接近聖誕節，合
唱團將演唱“Joy to the World!
Hallelujah! ” 和"Ave Maria"，也
會演唱幾首由大家耳熟能詳的當
代流行歌曲改編的四部合唱: "你是
我所有的回憶"，"我期待"， "十八
姑娘"; 讓大家感受加入了豐富和聲
的編排之後歌曲更多層次豐厚的
情感表達。另外會演唱經典的民
族風合唱曲: "遙遠的小漁村"，"彎
彎的月亮"，以及加入了古箏伴奏
的"彩雲追月"。此外有菲律賓民歌
"Rosas Pandan", ，向音樂大師李
叔同致敬的”彩虹” 和" 城南送別
"。

除此以外，您還能欣賞到清

新優美的女生小組唱歌曲: "春雨沙
沙"， "再別康橋"， "乘著歌聲的翅
膀"， "The Prayer" ; 和古箏專業者
黃慧敏的古箏獨奏，一定能令您
耳目一新。
音樂會尾聲將獻上一曲 "永遠的朋
友"，務求一曲終了， 餘音繞樑。

黃河合唱團衷心地邀請熱愛
音樂的朋友們，來共同度過一個
以“踏歌行”為主題的美好夜晚
。

時間：2019 年 12 月 7 日星
期六晚上 7 點

地點：Houston Hobby Cen-
ter Zilkha Hall, 地址是 800 Bag-
by, Houston,TX 77002,

票 務 聯 繫 人 ： 朱 曉 紅
713-598-4188 預售票價：$ 12

朱 彤 832-858-2085
有關休斯敦黃河合唱團詳盡

資料請到以下網站查閱： http://
www.yellowriverartsgroup.org
（黃河合唱團裴彩雲供稿）

黃河合唱團踏歌行音樂會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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